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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税务局已与河南政
务服务网在用户认证、管
理、信息共享等方面全部
打通，企业和群众登录一
次政务网，就能办妥所有
涉税公布事项。

省税务局有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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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价

本报讯（记者 栾姗）8月 27日，记
者从省发改委获悉，该委下发了《关于
我省降低工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电
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我省工
商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电价平均降低
6.24分/千瓦时。

据介绍，这已经是今年我省第三
次降低当地一般工商业电价。根据国
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工作部署，我
省以降低销售电
价、清退费为重
点，先后于今年4
月、5月采取多项
措施，随着此次
降电价措施的出
台，我省今年累
计下调一般工商
业目录电价 7.32
分/千瓦时，测算
年可减少一般工
商企业及其他用
户电费支出33亿
多元，完成了国
家要求的平均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10%的目标任务。

此次电价调整平均降低我省工商
业及其他用户单一制电价6.24分/千瓦
时：电压等级不满1千伏下降6.49分/千
瓦时，1~10千伏下降6.15分/千瓦时，
35~110千伏下降5.82分/千瓦时。简
单来说，越是“小本经营”的个体工商
业，享受到的电价优惠越明显。

根据《通知》，该电价政策自今年7
月1日起执行。也就是说，已经收取7
月份电费的用户，由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按照7月份实际抄见天数折算差
额电费来追溯执行或下月抵扣。③3

本报讯（记者 宋敏）8 月 27 日，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自当日零时起
至9月4日 24时，从郑州火车站、郑州
东站乘车到北京的旅客，除了在各个
进站口接受安检外，还需在进京旅客
候车专区接受“二次安检”。

郑州东站将加大安检查危力度，
在 1道、6至 9道、12至 13道分 3个区
域设立进京旅客候车专区，开展二次
实名制安检查验工作。在“二次安检”
期间，需在 6至 9道区域中转换乘的
旅客，须出站后再次进行实名制查验
和安检然后进站乘车，不可直接中转
换乘，其他区域旅客不受此影响。

在郑州火车站，“二次安检”期间，
需在中转换乘通道一站台中转换乘进
京的旅客，不可直接自一站台中转换
乘进站候车，须出站后再次进行实名
制查验和安检查危；需到贵宾室候车
进京的旅客要经由东、西进站口进站
至第1候车室候车。

铁路部门提醒，乘坐进京方向列
车的旅客至少要在开车前 1至 2小时
内到达车站安检候车。③8

本报讯（记者 孙欣）8月 27日，记
者从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处获悉，今年
上半年，全省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
案件1.2万件，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
1.4亿元。

“近年来，虽然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在目前的建筑市
场上，违法分包、非法转包、借用资质
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增加了农民
工讨薪、维权的难度。”省司法厅法律
援助处处长史雪梅说。

近年来，我省法律援助的覆盖面
越来越大。只要是经济困难的群众都
可申请法律援助，其中低保户、农民
工、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等群体免予审
查经济状况。农民工遇到拖欠工资的
情况，可以拨打“12348”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寻求帮助，也可以直接到当地
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不允许律师收取诉讼代
理费，律师能否尽心、尽力、尽职地提供
法律服务？史雪梅说，律师每办理一起
法律援助案件，都能拿到一定的补贴。
我省也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范法律援
助律师的行为，督促他们勤勉尽责。“我
省法律援助做到了应援尽援、应援快
援，受援人满意度达98.5%。”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27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9月 1
日起，我省将全面推行小型汽车、货车
和中型客车等车辆跨省异地检验，实
现全国范围“通检”。申请人可以在机
动车登记地以外的省份直接检验车
辆、申领检验合格标志，无需办理委托
检验手续。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介
绍，全省各地交警部门在推行省内车
辆异地检验基础上，除大型客车、校
车、危险货物运输车外，其他汽车均实
行跨省异地检验。申请人可以在机动
车登记地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直接检验，无需办理委托检验手续。
对 6年内免检车辆，申请人可以跨省
异地申领检验标志。

此外，9月 1日起，驾驶证可以省
内异地申领。对在省内异地申领小型
汽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
份证直接申请，无需再提交居住证或
暂住登记凭证。对跨省异地工作、生
活的人员，在办理省内任一地市居住
证后，可直接在全省范围内申领小型
汽车驾驶证。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8月27日，
记者从省质监局获悉，省质监局等
部门制定的河南省地方标准《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
次”工作规范》（以下简称《标准》）已
经发布并将于9月1日实施，为全省
各地各部门推进审批服务标准化提
供了统一遵循。

什么是“一网通办”？申请材
料该如何简化？不满意了如何投
诉？《标准》详细制定了工作规范，
规定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前提
下“最多跑一次”的术语和定义、网
上服务、现场服务、咨询与投诉等
11个方面的内容。
◎容缺受理制度 …………………

对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
定要求，但次要材料有欠缺的申请
事项，宜先予办理，并一次性告知需
补正的材料、时限和超期处理办法，
在材料补正后及时作出办理意见。
◎材料简化共享制度 ……………

“无法律法规依据的；能通过已
有证照来证明的；能采取申请人书
面承诺方式解决的；能被其他材料
涵盖或替代的；能通过政府部门核
查和部门间核查、网络核验、合同凭
证等办理的；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
实的证明；上一个审批服务环节已
收取的申办材料”，不得再要求提
交，这就从源头上避免了审批机构

利用提供“证明材料”来自由裁量。
◎限时办结制度 …………………

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申请
材料递交了但办结遥遥无期。《标
准》也提出限时办结制度,对能当
场办结的政务服务事项，应立即办
结；对不能当场办结的政务服务事
项，应告知承诺时限，在承诺时限
内办结。对部门间“扯皮”问题，
《标准》明确：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
共同审批的事项，实行由事项主责
部门牵头再造流程，协调、组织各
责任部门同步办理的制度。
◎标准化投诉举报处理流程 ……

办事过程中受了委屈，还有一
套标准化的投诉举报处理流程。
《标准》中明确：政务服务应提供网
上、现场和信件投诉举报服务，应
设置投诉举报表单，内容主要包
括：投诉举报受理编号；被投诉举
报单位或部门；投诉举报类型；被
投诉举报人姓名；投诉举报内容。
为了体现出审批服务的便民化，
《标准》提出“应提供投诉举报结果
反馈查询功能，及时向服务对象反
馈。投诉电话应由专人接听”，防
止投诉举报遇冷现象的发生。

“《标准》为全省推进审批服务
便民化提供了统一指南，使群众和
企业对改革成果的获得感明显增
强。”省质监局相关负责人说。③9

今年我省第三次下调
一般工商业电价

预计可累计减少企业年
用电成本33亿元

8月27日至9月4日

从郑州坐火车进京
要“二次安检”
旅客须提前1至2小时进站

打工讨薪难
法律援助帮维权

维权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孙静

日前，省政府对外公布了首批企
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在“一网通办”
前提下“最多跑一次”的审批服务事项
目录。首批事项目前运行情况如何？
是否真正做到利企便民？8月 24日，
记者前往郑州市二七区行政服务中心
进行了采访。

“一网通办”让代办失了业

“以前我们办税都是花钱找代办公
司来做，因为要来回跑、排队、填资料，
很占人力，现在大部分业务都能随时随
地上网办，手续也简单，我们就自己做
了，省了一笔代办费。”在税务大厅，记
者遇到了正在为子公司办理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登记业务的会计许女士。

许女士说，因为自己刚刚接手业
务，便特意到办事大厅熟悉流程。记
者跟着她，在税务大厅的自助办理区，
全程体验了一把“一次登录”“一次办
妥”的便捷感。

搜索河南政务服务网、登录、在导
航栏点击一网通办，进入税务界面，首
批公布的 40个“一次办妥”涉税事项
清晰排列，许女士依次点击税务登记、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进入办理页
面，公司信息自动弹出，她按照要求勾
选了企业类别等若干选项后完成申
请，全程时长不超过15分钟。

“目前上网通办的事项大多都是
即时审批，企业提交后，后台审批人员
基本立刻就能处理。”二七区纳税服务
分局工作人员石浩刚刚说完，许女士
的手机就收到了审批通过的短信。

“以前至少要跑两回，准备很多资
料，等 7个工作日才能审批完成，现在

就一回，也没排队没等，效率太高了！”
许女士由衷感叹。

省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税
务局已与河南政务服务网在用户认
证、管理、信息共享等方面全部打通，
企业和群众登录一次政务网，就能办
妥所有涉税公布事项。”

“最多跑一次”为企业减负

在工商大厅，热闹的自助办事区
与冷清的综合服务窗口形成鲜明对
比，“本月以来，二七区工商部门在网
上接收到的审批业务量明显增多，窗
口排队的人越来越少，更多企业和群
众开始通过网络办理业务。”二七区工
商窗口负责人郑阳说。

自助区，某企业市场部经理邹先
生正在上网办理企业变更业务。“我们
接到工商部门短信提醒，说很多事项
通过政务服务网就能办，不用再到办
事大厅了，今天过来问问，正好也试试
网上办事是不是方便。”邹先生公司旗
下有多家健身房，每当收购新店面，就
要办理企业变更手续，“每次都很麻
烦，要跑两三次，准备租赁协议、双方
法人证明等各种材料，办完回去等审
批，再过来取新的营业执照。”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邹先生通
过河南政务服务网进入工商业务页
面，选择了企业变更登记，依次用手机
拍照上传了所需资料后就完成了申
请，整个过程仅用 20分钟。郑阳说，3
个工作日内邹先生的申请就会通过。

郑阳表示，如果不需要上交旧版
营业执照，邹先生可以像很多办事人
一样，选择邮寄新营业执照或相关证
照，真正实现零跑腿。③4

“最多跑一次”真正做到了
新闻1+1

“最多跑一次”有了河南标准

政策解读

下月起机动车可以
跨省异地检验了

8月 24日，市民在郑州市二七
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业务。②26
本报记者 孙静 摄

我们这几天进行了实地
调研，预计再过 20天，一
些秋季蔬菜能够大量上
市，受灾地区补苗也能跟
上，到时候能大大缓解供
应紧张的情况。

王吉庆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本报讯（记者 尚杰）从上周开
始，蔬菜价格一路上涨，部分菜品
价格甚至翻了一番。本轮蔬菜价
格上涨背后原因何在？持续时间
会有多长？8 月 27 日，记者走访了
郑州市多家超市、农贸市场、蔬菜
集散地。

“几乎一天一个价，价签天天在
变”，8月 27日下午，在郑州市姚寨路
的农贸市场内，摊位老板小孙说，经
营菜摊 5年了，还没碰到过在 8月菜
价涨得这么猛的。小孙说，这几天的
青菜价格已经接近春节期间价格。

“一周时间，黄瓜、生菜都从每斤 2.5
元涨到了5元，翻了一番。”

在中州大道农业路交叉口附近
一个大型生活超市内，记者同样发
现，叶菜价格普遍较高。香菜价格
16.8元/斤，菠菜、苦菊、茼蒿都是 9.9
元/斤，香芹7.99元/斤。

记者走访中也发现，根茎类蔬菜
和菌类价格波动不大，葱姜蒜、土豆、
辣椒、菌菇的价格几无变化。

作为全国性农产品批发骨干集
散地和中西部最大农产品集散中心，
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发布的蔬菜

价格在业内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万邦发布的上周果蔬价格情况

显示，从8月 18日到 24日，果蔬价格
整体呈上涨趋势，万邦市场监测的
183个常见蔬菜品种中，价格上涨的
有 66个品种，价格下降的有 36个品
种，价格持平的有 81个品种。部分
品种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如芹菜、西
红柿、西葫芦等，三个品种周均价环
比涨幅超过60%。

8月 24日，省发改委价格调控处
发布了本周主要食品价格。蔬菜价
格普遍上涨，涨势最猛的数黄瓜，全
省平均价格一周上涨了近 1元，涨幅
达 38.25%。茄子、青椒、上海青涨幅
均超过15%。

万邦和省发改委在分析中均认
为，这轮蔬菜价格上涨，与受台风影
响、多地遭遇暴雨灾害有关。

菜价上涨与山东寿光遭遇严重
洪涝灾害有关吗？万邦蔬菜市场负
责人程成说，寿光蔬菜对河南影响
不大。目前河南市场上的外调菜以

山东、山西、河北、甘肃为主，山东所
占比重不足 20%。而山东菜多数来
自曹县、莘县、冠县等地，寿光所供
蔬菜以精品菜为主，直供餐饮企业
的较多，在市场上流通的大众品种
有限。

在程成看来，这轮蔬菜价格上涨
的主要原因是，暴雨天气造成采收不
便、货源紧张。随着天气情况好转，
货源恢复供应，蔬菜价格能够回落至
正常价位。

“本轮蔬菜价格回落可能到 9月
20日左右。”河南省大宗蔬菜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
王吉庆则表示，每年的七八月正是河
南蔬菜的秋淡季，春茬蔬菜结束、秋
茬蔬菜还未上市，加上强降雨导致山
东以及我省周口、驻马店等产菜区受
灾严重，蔬菜供应不足。“我们这几天
进行了实地调研，预计再过20天，一
些秋季蔬菜能够大量上市，受灾地区
补苗也能跟上，到时候能大大缓解供
应紧张的情况。”③9

菜价上涨缘于天气因素 受寿光水灾影响有限

随着天气好转 后期菜价将回落
热点关注

7.32
我省今年
累计下调
一般工商业
目录电价

7.32分/千瓦时

推行网上车检服务

推动检验机构开通互
联网、手机 APP、语音电话
等“点对点”车检预约服务，
增设预约窗口通道，方便群
众随到随检。

实行网上申领免检标志

对 6年内免检车辆，通
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
务平台验证交强险后，直接
申领免检标志，无需往返车
管所，无需签注行驶证，实
现网上申请、邮寄送达。

简化车检服务流程

推行非营运小微型载
客汽车经检验机构检验合
格后，车管所先远程发放检
验合格标志，后抽查监督检
验情况，提高车辆检验效
率，减少群众等候时间。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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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检程序做了哪些优化
8月 27日，在滑县人民医院住院的颅内出血患者武某乘坐直升机转院到河南省人民医院治疗。滑县城关镇沙窝村 57岁的农民武某，两天前因颅内

出血到滑县人民医院治疗，根据家属要求术后到上级医院进行后续治疗的意愿，该院立即联系河南省人民医院，面对160公里的距离和交通堵塞的状况，
请求启动空中救援绿色通道。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患者顺利登机，为下步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⑨6 王子瑞 朱如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