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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本报通讯员 常晓山

“真是出乎意料！”9月 7日下午，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相关负责人接
到济源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时向
执行局副局长王纪玖这样说道。

2016年 1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判决济晋高速在规定时间内，偿还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逾期所欠款项
6.7亿多元，案件移交到济源中院后，国
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相关负责人心里
有些打鼓。“济晋高速在济源，案件由
济源中院来执行，这办事效率能高
吗？”该负责人的顾虑并不是没有原
因。该案标的额巨大，其中涉及多方
权益，情况复杂，再加上此前国开行曾
在其他地方遇到过执行效率不高的情
况，所以一开始该负责人对于这件案
子什么时候能够执行完毕，内心“一点
谱都没有”。

济源中院用实际行动消除了这份
顾虑。执行中，承办该案的执行局副

局长王纪玖很是用心，不只考虑到案
件本身，每一个决定背后的影响也都
提前预见。由于案情复杂，光案款的
利息和罚息，3名执行人员就埋头计算
了3天。9月 7日，当6.7亿多元执行款
全部到位时，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
负责人激动地说：“没有以物抵债，全
部是真金白银！并且利息、罚息一分
没少！”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评价此项
工作时说：“济源中院用实际行动打造
了济源最佳的营商环境，既维护了法
律的权威与尊严，也维护了国家正常
的金融秩序，为‘中原更加出彩、济源
要出重彩’作出了积极贡献。”

6.7亿元大案圆满执结，是济源两
级法院执行工作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济源两级法院执行工作

的历史包袱沉重。2017年 7月新上任
的两级法院党组正视问题，迎难而上，
拉高标杆，不辱使命，以殚精竭虑、攻
城拔寨的精神，使执行工作取得了一
项又一项佳绩。今年截至 9月 25日，
济源两级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 8034
件，执结7924件；结案率88.67%、实际
执结率 62.16%、终本合格率 99.69%，
均在全省排名前列。

面对艰巨的执行攻坚任务，济源
两级法院仅仅依靠党委的坚强领导，
把积极争取党委的重视和支持放在
首位，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
支持人民法院推进解决“执行难”问
题的意见》《济源市关于对失信被执
行人联合惩戒的实施意见》等 19 项
措施和规定，市委常委会两次专题听

取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汇报。5
月 31 日，济源市市长石迎军带领市
政府秘书长、市财政局长、市发改委
主任、市公安局局长到济源两级法院
专题调研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并现
场解决辅助人员和办案经费等实际
问题。9 月 17 日，在“基本解决执行
难”进入最后的决战时刻，济源市委
书记张战伟来到济源两级法院执行
指挥中心亲切看望了执行干警，希望
大家要紧盯目标，咬紧牙关，持续弘
扬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以钉钉子的
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更
大的决心、更强的担当，横下决心，齐
心协力，决战 100 天，坚决打好打赢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向全市人
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如何才能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重大使命，济源两级法院紧紧围绕“四
个 90%”和“一个 80%”的目标，坚持

“以打促执”方针不动摇，把抓捕行动
常态化、曝光惩戒全覆盖作为工作主
题，并推出保险担保、悬赏执行、网络
全面查控等新机制、新举措，形成了

“前有保全，后有打击，前保后打，前后
夹击”的高压态势。干警们往往凌晨
早起堵“老赖”，披星戴月擒“老赖”，有
的带病坚持工作，甚至累倒在执行岗
位上。干警们经常长途跋涉，奔赴全
国各地押解网上追逃并且批捕的失信
被执行人。今年已累计出警 15000余
人次，传唤被执行人 8000 余人次，司
法拘留 914人，自诉立案 165件，决定
逮捕 71人，网上追逃 20人，追逃成功

10人，作出有罪判决 54件 49人，有力
震慑了“老赖”的拒执行为。

为强化社会的诚信意识，营造公
平公正的法治氛围，今年 5月中旬，济
源中院联合市纪委、市监察委、市委组
织部、市委政法委等五部门下发了700
余份《对公职人员联合惩戒的通知》，
送至被执行人及其所在单位“一把
手”，要求限期履行。对于在限期内仍
不履行的，市纪委监察委约谈单位“一
把手”，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直
至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做法引起省内
外兄弟法院的关注和借鉴。今年以来
共拘留公职“老赖”66名，300 余名公
职“老赖”到法院主动履行 8512万元。
同时，济源两级法院还开展了铺天盖
地的宣传活动，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22000 余人次，发布悬赏公告 15280
份。今年以来，56名村两委换届候选
人因被纳入失信名单而主动到法院履
行法律义务；822名“老赖”因找工作受
阻、贷款被拒、出行受限，主动现身，履
行法律义务。

6.7亿元大案圆满执行的背后
——济源两级法院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侧记

本报讯（记者 宋敏）9 月 27 日，记
者从郑州交运集团获悉，9月 30日至 10
月 7日，郑州市区各汽车站预计发送旅
客 80万人次，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中 9
月 30 日和 10 月 1日，将迎来今年公路
客运单日最大发送客流。

今年国庆假期，公路旅客客流主要
以探亲、旅游、学生和务工返乡等为主，
其中,郑州汽车东站客流方向集中在杞
县、鹿邑、柘城、通许、淮阳等豫东线路。

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国庆假
期期间，郑州交运集团将投入营运车辆
1800余台，加上各地在郑参运车辆，郑州
各客运站总投入运力可达3800台以上。

旅客可通过郑州交运集团官方售票
渠道提前10天预订车票,如需查询具体
班次、发车时间等信息，可拨打客服热线
96269进行咨询。③3

本报讯（记者 王平）9 月 26 日，记
者从省卫计委基层卫生处获悉，为提高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满足城乡居民
就近就医需求，省卫计委印发《河南省分
级诊疗乡级病种目录》，明确提出在
2020 年以前，乡镇卫生院要具备 75个
病种的诊治能力，实现县域内同一病种
诊疗服务的同质化。

据了解，该目录涵盖的75个病种均
是居民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目录
共分两个阶段进行安排部署，其中，肺
炎、糖尿病、阑尾炎等 50 个病种要在
2019年以前具备诊治能力；其余的如先
天性心脏病、脑卒中、肺结核等 25个病
种要在 2020年以前具备诊治能力。

同时，县级卫生计生部门要成立专
家委员会对各病种服务能力逐一进行
全面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乡镇卫生
院，要在县级医院指导下制定分阶段科
室建设和能力提升计划。各地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要积极协调有关部门适当
调整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完善医保支付
方式，调动乡镇卫生院收治常见病、多
发病的积极性。③9

本报讯（记者 陈辉）9 月 27 日，记
者从河南省通信管理局获悉，今年前 8
个月，全省信息通信业继续保持快速发
展态势，100M 以上宽带用户占比前移
至全国第 2位，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超
过80%，提前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1月至8月，全省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2313.9 亿元，居全国第 4 位，同比增长
182.4%。电话用户和宽带用户增势迅
猛。全省互联网用户新增 1179.6万户，
总数达到 10850.4万户，居全国第 4位。
其中 50M以上宽带用户占比为 98.6%，
居全国第1位，比全国平均水平（83%）高
15.6个百分点；100M以上宽带用户占比
为76%，居全国第2位，比全国平均水平
（59.1%）高 16.9个百分点。固定宽带家
庭普及率为 80.6 部/百户，居全国第 10
位。提速降费扎实推进，1月至 8月，全
省手机上网流量资费为10元/G、互联网
宽带接入资费为 27.7元/户·月，均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③8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王雪
娜）“这个巨大的城市沙盘太棒了，一定
要向更多朋友推荐这里。”9月 26日，刚
刚建成开放的洛阳市规划展示馆迎来了
参加洛阳两会的洛阳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们，他们纷纷为展馆新颖的展示理
念、广博的展示内容、丰富的互动体验点
赞。

以“规划——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的洛阳市规划展示馆布展面积约 1.2万

平 方 米 ，展 区 分
为 3层，是集规划
展示、科普教育、
公 众 参 与、特 色
旅游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
展馆。

作为著名古
都 城 市 ，先 后 有
十三个朝代在洛
阳建都，在“历史
长河”展厅，二里
头、偃师商城、东

周王城、隋唐洛阳城等都城遗址一一展
现；从老城区不足 20 平方公里到城市
框架跨过洛河、伊河，形成如今的规模，
城市规划展示馆讲述了洛阳城市的演
变。

馆内设有大型三彩艺术壁画——
《洛阳》、城市总体规划沙盘模型、数字沙
盘、5D影院、阅读室、VR自驾游洛阳等
特色项目，共有各类影片及多媒体展示
项目50多个，以互动游戏方式让参观者
领略城市重点项目及基础设施的规划、
建设和发展情况。

据洛阳市规划展示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中秋小长假内，展馆迎来近 1.5万
人参观。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今后，群众
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和临时身份证
明、缴纳交通违法罚款，通过警务自助
服务一体机即可办理。9月27日，郑
州警方首批30台警务自助服务一体
机正式推出，群众可就近办理查询、预
约、办证、缴费等26项公安业务。

据悉，首批 30台警务自助服务
一体机重点放置在交通枢纽、医院、

高校、商场等场所。
此次推出的警务自助服务一体

机集治安、交警、出入境等多项业务
于一体，包括办证类 2项、暂住类 1
项、特殊岗位材料类 1项、打印类 1
项、查询类6项、预约类13项、缴费类
2项，共 26项便民服务业务。其中，
查询类主要包括身份证办理进度查
询、居住证办理进度查询、同名查询、
出入境证件办理进度查询等；办证类
主要包括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和开
具临时身份证明；预约类办理主要包

括驾驶证补证预约、驾驶证换证预约
等；缴费类主要包括交通违法处理与
缴费、缴纳出入境证件费等。

当日上午，在省人才交流中心
大厅放置的警务自助服务一体机
前，市民曾先生在民警指导下，办理
临时身份证明。曾先生按照提示输
入姓名、身份证号码，随后点开人脸
识别系统，对准屏幕上方摄像头通
过人脸识别，曾先生确认身份信息
无误后，点击打印，当场便拿到了临
时身份证明，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以前开具一张临时身份证明，
不仅需要跑到派出所户籍室，还要
提供相关材料，费时费力。现在通
过警务自助服务一体机办理，真是
方便快捷！”曾先生高兴地说。

郑州市公安局“互联网+”办公
室负责人张荆玫说：“下一步，警务
自助服务一体机将增加公安机关执
法办案信息、语音导航、机动车六年
免检线上办理等业务。警方还将在
全市范围内投放 300 台，最大限度
地方便群众办事。”③9

民生速递

2020年前乡镇卫生院
要会诊治75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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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普及率超过80%

国庆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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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生观

洛阳市规划展示馆建成开放

“规划”美好生活和未来

洛阳市规划展示馆内的沙盘模
型。②39 曾宪平 摄

热点关注

警务自助服务“神器”亮相郑州
可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和临时身份证明、缴纳交通违法罚款

我省一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 1720 元调整为
19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16元调整为19元；二类行政区
域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 1570元调整为 1700元，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将从现行的14.5元调整为17元；三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将
从现行的1420元调整为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13元
调整为15元。

下月起，这些新规与你息息相关
10月 1日起，除了可以收

到一大波景区门票降价的“大

礼包”，还有一系列和你息息

相关的新规将实施，这些新规

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为你

带来更多实惠。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工作规范（试行）》
实施后，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直接进入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
使用理赔计算器等，也可以在线直接提起调解申请或者诉讼；调解组织在
接到当事人调解申请以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
发起的调解申请时，进入平台在线调解，以实现平台资源最大化利用。

达成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或者在线诉讼完成后，可由当事人或者调
解员帮助当事人通过道交纠纷网上一体化处理平台在线申请保险公司
一键理赔。②13 （内容来源：新华社 本报记者 沈剑奇 王恒昀 整理）

以前驾校虽然对学员练车时间有一定要求，但是学员能否参加考试，跟
练车时间关系不大，只要达到考试要求就能参加考试。《关于推进河南省驾
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与公安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对接应用工
作的通知》实行以后，学员只有学够规定的相应学时，才能预约考试。

按照以前驾考规定，学员最快一个多月就可以拿到驾驶证。但现在
有了学时要求后，在正常进度下，至少要两个多月才能拿到驾驶证。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的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
求，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应在网上公示餐饮服
务提供者的名称、地址、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等级信息、食品经营许可
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在网
上公示菜品名称和主要原料名称。

我省三个档次的失业保险金标准将由此前的每人每月 1376元、
1256元、1136元分别调整为每人每月1520元（一类行政区域)、1360元
（二类行政区域)、1200元（三类行政区域)，平均每人每月同比增加104
元，平均增长8.3%。

此外，还简化了稳岗补贴的申领手续，将企业职工申领职业技能提
升补贴的等级、标准简化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档次，执行高标准发
放。调整标准后，职工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补贴标准分别为1000元、1500元和2000元。

更合理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 外卖需公示信息

驾考实行“打卡计时”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处理更保险

更规范

更方便更安全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本报记者 郭宇 聂冬晗 摄影报道

三门峡1957年建市，经历了以大坝建设为标志的“一次创业”阶段和
以矿产资源开发为标志的“二次创业”阶段，目前的三门峡正跨入以转型
创新发展为标志的“三次创业”新时期。⑨6

上图：充满活力的三门峡城区
（9月24日摄）。
右图：1978年的三门峡市区。

三门峡：转型升级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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