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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对于郑州市民而言，以后购
买爱车时缴纳车辆购置税不用再跑税务局了。

“没想到，不用到税务局，在 4S店就把税交完了，
真是太方便了！”6月 30日，在河南智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纳税人徐先生通过车辆购置税智能POS终
端缴税后高兴地说。

为方便广大纳税人缴纳车辆购置税，郑州市税务
局研制了车辆购置税智能POS终端，目前已陆续在市
内汽车 4S店和公安机关车辆入户网点投入使用。消
费者买车可以直接在 4S店缴纳车辆购置税。作为省
内首创，该款车辆购置税智能POS终端也填补了我省
自然人网上申报缴税的空白。

据了解，最早纳税人缴纳车辆购置税须到办税大
厅。后来郑州市税务机关实行车辆购置税自助办税终
端，但是需要税务局配送票证，而且需要专人收取纸质
档案定期送到税务局。该款智能POS终端可完成车辆
购置税的纳税申报、税款核定、税款缴纳，生成完税电子
信息传递至公安机关车辆管理部门，形成车辆购置税电
子档案。纳税人可选择在购车或者办理车辆入户的同
时，通过智能POS终端缴税，减轻办税负担。③9

本报讯（记者 陈慧 曾鸣）炎炎夏日，郑州植物园
内的向日葵绚烂绽放，花开成海。为向中国共产党成
立98周年献礼，由郑州市园林局主办的“绿满商都 花
绘郑州”2019年郑州植物园向日葵花展 7月 1日拉开
帷幕，20个品种、共 2万余株向日葵免费等你来赏，花
展将持续至7月28日。

说起向日葵，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灿烂的金
黄色。其实，向日葵也有别样色彩。此次花展共展示
黄色、白色、橙色、柠檬色、红橙色等观赏向日葵 20个
品种、共 2万余株，其中包括极具观赏价值的红柠檬、
好运多、宝石红芳、文森特、白色恋人等。

据郑州植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
的向日葵花展亮点多：一是设置大型园林小品，以向日
葵为主材搭配时令花卉，可爱的向日葵玩偶、稻草人等
点缀其中，营造花展的浓烈氛围。二是采用种植池种
植、散点式种植、带状自然式种植等多种方式，力求多
样化、多节点，烘托花展主题。

此外，花展期间，郑州植物园还将面向亲子家庭组
织开展向日葵主题自然课堂，方便家长们带领孩子近距
离观察向日葵，同时指导孩子动手制作创意书签。③5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各位居民大家好，咱小区作为垃圾
分类试点小区，请大家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环保活动。”7月 2日一大早，焦作市建
业·壹号城邦小区微信群里，物业提醒居
民垃圾分类，居民自觉行动、纷纷响应。

记者了解到，该市将生活垃圾分类
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抓手，以实现
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总目
标，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
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加快建立分类投
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
处理体系，形成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

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
“我市是全省首批 4个生活垃圾分

类试点城市之一，今年要实现的目标是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户达到 3万户。”焦作
市城管局局长杨廷中说，作为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的牵头部门，焦作市城管
局引入了联运、百川、延杭 3家生活垃圾
分类公司，选定建业·壹号城邦、百大嘉
苑等 8个小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确保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好头、起好
步。

为督导、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运营公司按照“一户一卡一码”的原
则，为社区居民办理智能二维码卡，并
绑定微信公众平台、AＰP等，用智能技

术手段管理垃圾分类工作，做到分类投
放数据皆可查询。居民正确投放垃圾
可积攒积分，错误投放垃圾将扣除积
分，凭积分可免费领取洗衣液、香皂等
生活用品。

市民刘建国说：“垃圾分一分，环境
美十分。生活垃圾分类绝非小事，举手
投足之间可以反映市民的素质，折射一
座城市的文明程度。”

“垃圾分类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
工程、德政工程。”焦作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闫小杏说，要
强化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全力做
好试点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推广工作，打
造生活垃圾分类“焦作模式”。③9

立法保障垃圾分类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
施，也为郑州提供借鉴。采访中，记者了
解到郑州市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一直
在推进中，目前，《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完成意见
征集，按计划将在今年 9月份通过市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后出台，在今年年底前
颁布实施。

同时也有专家提出，郑州市还应研
究制定《郑州市低值可回收物收运处理
补贴办法》《郑州市废旧纺织物收运管理
办法》《郑州市大件垃圾收运管理办法》
《郑州市厨余垃圾收运管理办法》等，引
导和带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③5

20个品种共2万余株向日葵展出

郑州植物园
向日葵花“海”免费赏

郑州车辆购置税智能POS终端上线

购车交税“一次不用跑”

强制垃圾分类，郑州还有多远？
今年年底前将出台强制分类法规，分拣中心全部建成投运

全民总动员急需

近日，郑州市多个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近千名志愿者联合行动，争做垃
圾分类的先行者、传播者和监督者。“垃
圾分类不是一件‘小事’，必须有人先把
事情做起来，逐步发挥带动作用，引导更
多的人参与其中。”郑州机关事务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郑州将逐步建立起公
共机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该局即是
参与单位之一。

郑州平均每个人每天要产生 0.8至
1.2千克生活垃圾，有统计显示，如果不
做分类处理，这些垃圾两个多月就能

“堆”出一座 421 米高的上海金茂大
厦。

“不能坐等‘垃圾围城’，行政机关、
学校、医院等单位更易于号召和执行垃
圾分类，让一部分人先行动起来，并不断
带动其他人，更有利于加快垃圾分类的
实施。”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
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郑州市已拨发专项资金印制
垃圾分类知识读本，将在 9月新学期发
放至市内各幼儿园、中小学，以“小手拉
大手”的方式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与
生活方式改变的必要性，并在今年年底
前，对所有郑州县市区（管委会）所属的
行政机关、医院、学校全部实施强制垃圾
分类。

对前端分后端合说

“现在不少小区的垃圾都开始分类
装箱，这是一种进步，但最终还是被一车
运走，这种‘分’了又‘合’的瓶颈问题何
时能够彻底解决？”郑州市民韩先生提出
了疑问。

“郑州市内五个区和四个开发区在
5月底均已完成分拣中心的选址工作，
计划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投运，届时郑
州市垃圾分类将形成前端分类投放、中
端分类收运、末端分类处理的完整闭
环。”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
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与上海相比，郑州垃圾分类起步
晚，但优势在于可以借鉴更多更先进的
做法。”郑州大学的一位教育工作者提
出，为做好垃圾分类处理，还应该建设静
脉产业园，通过静脉产业的“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闭环经济模式，实现生活和
工业垃圾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比如世
界上最早和目前运行最为成功的静脉产
业园——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建立
代谢生态链关系，可实现园区的污染“零
排放”。

焦作：垃圾分类也可以很智能

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李林

7月 1日，郑州市民崔小姐留意到，手机上关于对一只龙虾餐后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内容成为热搜。当日零时起，上海正式步入生活垃圾
强制分类时代，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席卷”了国内多个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将成为生活常态，郑州距离这条“常态”之路还有多远呢？

“郑州垃圾分类自2017年9月启动，走过了近两年的探索之路，与已经试点推行近20年的上海相比，郑州还需快马加鞭。”7月2日，郑州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郑州正在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今年9月将在教育部门
发放上百万册的生活垃圾知识读物扩大宣传，今年年底前将出台强制分类法规，并首先在公共机构实施强制分类。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7月 2日，记者从郑州市教
育局获悉，2019年郑州市区民办初中共有 33所学校
进行面谈，考生须凭面谈凭证参加。

6月 28日，郑州市教育局组织了民办初中电脑派
位，此后，未被电脑派位录取、且愿意参加面谈的学生已
登录郑州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面谈确认。根
据学生及家长的面谈确认结果，结合学校剩余招生计
划，最终确定进行面谈的33所学校分别为：郑州实验外
国语中学、郑州新奇中学、郑州市西一中学、郑州东枫外
国语学校、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郑州星源外国语学
校、河南省实验文博学校、河南省实验英才中学、郑州枫
杨外国语学校、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学、郑州市金水区
经纬中学、河南少年先锋学校、郑州市金水区思贤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硕爵学校、郑州市金水区为民中学、郑州
市二七区兴华中学、郑州市二七区郑达实验学校、郑州
市二七区绿地爱华学校、郑州市二七区京广实验学校、
郑州市树人外国语学校、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华中师
范大学附属亚星实验学校、中原振华中学、郑州中原一
中实验学校、中原领航实验学校、郑州市启智中学、郑州
市中原区学森实验学校、郑州市豫翔实验学校、郑北一
中学校、郑州市郑中国际学校、郑州高新区朗悦慧外国
语中学、郑州一中经开实验学校、郑州陈中实验学校。

面谈确认工作完成后，电脑随机确定面谈日期和
时间，生成面谈凭证，7月 3日、4日，学生及其家长可
登录郑州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自行打印。无本校
面谈凭证的学生不得参加面谈。

每场次面谈开始15分钟后，未报到的学生视为放
弃面谈。学生不得将手机等通信设备带入面谈地点，
不得穿校服、戴校徽及其他有任何明显标识的饰物，面
谈过程中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个人身份信息。③5

郑州市区33所民办
初中将进行面谈
今明两天须打印面谈凭证

根据《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郑州市针对垃

圾不分类行为有罚款的规定：

●对未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对单位处以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对混合收集、运输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或违法收集、运输分类投

放垃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对未按照规定分类处置生活垃圾的，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

下罚款

“先行者”

“拜拜”

“提速”

上海目前

实施的四个分

类是：湿垃圾、干垃

圾、有害垃圾和可回

收垃圾

除 了 称 呼 不

同，分类上也略有差

异。上海的分类比

郑州更“细”，目前郑

州的分类方法还处

在“粗分”阶段，而上

海经过多年的探索

和推广之后，已经是

在由“粗分”向“细

分”过渡的阶段了

《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将于今年年底前出台，届时，

郑州也将进入垃圾强制分类时代

郑州市内五个区和四个开发区

在5月底均已完成分拣中心的选址工

作，计划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投运

●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会被运送到分拣中心内，厨余垃

圾经过脱水后焚烧发电，有害垃圾专门存储后交给有资质的企业处理，

可回收物则由清运企业实现回收利用

●其他垃圾则不进入垃圾分拣中心，而是直接送往发电厂焚烧发电

郑州的四个分类是：厨余垃圾、

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

啥时强制分啥时强制分？？ 年底！

分完分完““一锅烩一锅烩”？”？ 不会！

不分会咋样不分会咋样？？ 罚款！

具体怎么分？四类！

制图/周鸿斌

“李警官，太感谢您了，没想到这
么快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真是解了
我的燃眉之急。”辖区居民王女士拉着
户籍民警李慧超的手激动地说。这是
前不久濮阳市公安局胜利分局在落实

“放管服”，让群众“最多跑一次”改革
中出现的一幕。

在全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中，濮
阳市胜利公安分局以服务群众为核
心，坚持民意引领，聚焦关键环节，深
化改革创新，着力破解难题，推出了一
批有力度、有温度、有速度的便民利民
措施，让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改
革“红利”。一年来，该分局户籍窗口
受理各类服务事项 1万余件次，同比
增长22%。节假日为群众办证240多
人次、异地办证200余件次、加急办证
156 人次，办证办事时间平均缩短近

50%。户籍窗口评价率持续保持98%
以上，服务满意率持续保持 100%，连
续12个月实现了“零差错、零投诉”。

优化服务硬件，业务时限明显缩
短。按照“合理布局、应上尽上、有序
推进”的原则，强化户籍窗口硬件设施
建设。一是设置自助叫号系统。为解
决业务量大、群众排队等待时间长问
题，该分局在户籍窗口专门购置安装
了自助叫号系统。居民通过自助叫号
系统自主选择户籍、身份证业务并取
得排队号码，根据号码前后合理安排
时间。二是设置自助查询打印系统。
在户政大厅设置自助查询打印设备、面
签机各1台，将开具户籍证明等部分公
安户政业务分流到自助终端。通过自
助终端，群众可查询、打印简单的户籍
或身份证业务，大大缩短办理。三是设

置多种支付方式。在现金支付的基础
上，增加了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实
现了缴费方式多样化、现代化。

优化服务流程，办理过程精简高
效。一是区域划分“功能化”。结合实
际情况，对户政大厅进行区域功能划
分，合理区划为等候与自助服务区、填
表区、工作区和照相区四个区域，区域
之间位置互通、网络互联、信息互转，
基本实现了办事办证“一站式、一条
龙”。二是标准要求“透明化”。编印
悬挂“办事指南”“办事流程图”等，将
办事项目、手续、程序、时限、收费标准
等相关内容全部公开，确保群众对办
事办证流程一目了然，使群众享受的

“待遇”不走样、不缩水。三是流程精
简“最大化”。对涉及群众办事办证的
各类证明、书面材料和各个环节全面

摸底梳理，取消无法定依据证明、不必
要材料和环节，最大限度削减审批环
节、压缩审批时限、实行网上流转，精
简优化工作流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从根本上解决困扰群众的“证
明材料多、审批时限长、办事办证难”
等问题。

优化服务规范，便民措施延伸扩
展。一是实行引导式服务模式。对窗
口工作人员进行整合，专门增设了业
务引导岗，为办事办证群众提供咨询，
指导简单业务面签操作，引导群众及
时、有序申办户政业务。二是规范工
作言谈举止。加强对民辅警业务技能
培训，保证能够对户籍业务知识“一口
清”“问不倒”“问不烦”，让办事群众由
以往的“一事跑多次”变成如今的“一
次办多事”，对不同服务对象采取不同

的服务用语，从细微之处提高亲和
力。三是推行休息日“不打烊”。聚焦
群众办事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设
身处地为群众考虑，在醒目位置公布
预约电话，民警随叫随到、随到随办。
同时启动工作日延时服务，最大程度
实现便民。四是设立特事特办窗口。
为老、弱、病、残、孕等群体提供即来即
办服务，引导员直接导办，无须叫号等
候；开通“绿色通道”，对一些出国留
学、紧急商务、治病、探病、奔丧等申请
进行急事急办、特事特批，尽力解决实
际困难。

优化服务平台，实现“掌上知、网
上办”。不断拓展互联网+服务平台
功能，依托胜利公安微博、社区警务
微信群等，探索推出“四大功能”。一
是宣传功能。利用现代媒体受众范

围广、传播速度快特点，在胜利公安
微博及 13个社区警务微信群上自创
并连续刊载“放管服”，宣传相关改革
政策，最大限度让辖区群众知晓公安
机关的惠民举措。二是查询功能。
将公安机关户政事项办理的具体地
址、电话、办事流程、办事手续等内
容，公布在公安微博及社区警务微信
群内，网上就可随时查询相关信息。
三是预约功能。开通了网上预约服
务，根据所办事项选择对应部门、对
应业务、对应时间进行预约，便于业
务部门安排足够人手服务群众。四
是互动功能。利用平台、微信群与群
众开展互动，直观、及时了解群众办
事办证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实时与
群众进行互动交流，解答困惑、解决
问题、指导办理。 （楚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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