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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世行和国家评

价指标，把营商环境的24

项一级指标、108 项任务

全面优化，市委营商环境

办每月盘点分析通报，逐

项推动落实。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谢卫勋

8月13日，记者在虞城县乔集乡刘
楼村看到，每家村民门外都贴着一张

“刘楼村垃圾分类及处理办法”，对各类
垃圾的处理给出了具体指导，村委会还
给每户村民配备了两个分类垃圾桶。

“原来俺们不知道哪种垃圾扔哪
个桶，现在一看就懂了。而且家家都
有降解池，既不给环卫工添麻烦，又
可以用它来沤粪，高效又环保。”刘楼
村村民刘世生说。

记者在多户村民的家中发现了
这种“可沤垃圾降解池”。池子约 1.2
米见方，白色压缩板打造，中间有个
小门，打开后就可以填放垃圾了。

村民刘付升告诉记者，以前家里
有垃圾的时候，都是在院中挖一个大
坑，既不安全，还臭味刺鼻。“现在有
了这个池子，一是解决了可沤垃圾问
题，二是用木板一盖，连蚊蝇也没有
了，三是还可以当作农家肥用，真正
实现垃圾循环利用。”

据了解，可沤垃圾降解池的出现，
还经过了一些“创新”：池子上盖用厚
木板，并在上面挖个孔，安个小门，用

起来方便且干净。
“以前吃的瓜皮、菜叶、剩饭都白

白倒掉，又脏又浪费，现在这些都变
成农家肥了。”居民刘世卿笑着说。

“我们把垃圾分为四类，对可利
用的进行回收，不可利用的，运到指
定地点进行焚烧；对可降解的，通过
家中建的降解池进行降解，不可降解
的，也进行焚烧。”乔集乡党委书记王
琪介绍道。

近年来，该乡针对村里垃圾大做
文章，有效破解了人居环境整治难
题。目前，全乡 80%以上的农户都已
安装了可沤垃圾降解池。③4

□本报记者 李若凡

上午还是蓝天白云，午后就是
一场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8月 14
日，郑州、洛阳、南阳等 6个省辖市
局地出现 5级至 6级雷暴大风。截
至当日 15 时，省内最大降水量达
81mm。

为啥强对流天气钟爱午后？
省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当地

面受到强烈的阳光照射时，越接近
地面，气温升得越高，午后是地面
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一天中大气
最不稳定的时期，强对流运动的发
展在此时最为迅速，如果此时空气
潮湿、水汽丰富，就容易出现雷阵
雨。

当前正值我省强对流天气多
发、易发期，强对流天气在我省的主
要表现形式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

暴大风等，有时还会出现冰雹。
省气象台预报，16日我省北部、

东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
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17日，
西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
他地区多云间晴天。16日到 17日，
我省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35℃以上
高温天气。

短时强降水会带来地表径流量
的激增，容易造成城市内涝、道路积
水；在地质条件较为脆弱的地区，易
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市民在
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尽量贴近建
筑物行走，防止跌入排水井；驾车出
行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
时，应尽量绕行，当汽车在低洼积水
处熄火时，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
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③8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8 月 15
日，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了今年以来我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情况，全省共有 76个县（市、区）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通过升级达标验收。

今年以来，全省加强农村饮用水
水源保护，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
污水治理，着力解决养殖业和种植业
污染，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据统计，全省共有 76 个县（市、
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通过升级达标
验收，初步建立起“扫干净、转运好、处
理好、保持住”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收
运处置体系，农村“脏乱差”面貌得到
改观。

农村生活垃圾“户投放、村收集、
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得到推广，不少
地方开始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
化运营机制。76个县（市、区）按照不
低于行政村总人口数的 2‰配备保洁
员，共配备保洁员 16.14万名，管理人
员1.1万名。1112个乡镇有垃圾密闭
式转运站或中转设施2294个（处）、大
型垃圾运输车 4734辆，2.8 万个行政
村配备保洁车辆 9.26万辆、垃圾收集
桶（箱、池）218.56万个。

大力推进全省农户改厕工作，按
照每户补贴600元资金，共筹措18亿
元农村改厕资金，推广三格式化粪池
改厕模式。继 2018年完成 200万户
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又完成改厕
27.8万户。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王乐）8 月 15 日，记者从河南机场
集团获悉，为了向广大旅客提供更
加优质的出行服务，根据计划，即
日起至 25 日，郑州机场 T2 航站楼
出发层高架桥将按时段进行封闭
施工，封闭时段为每日 21时至次日
6时。

郑州机场有关负责人提醒，高

架桥封闭期间，乘坐出租车、大巴
车、私家车前往郑州机场出行的旅
客，可绕行 T2 航站楼地面过境通
道，经一层2号门进入T2航站楼，搭
乘电梯前往四层出发大厅办理乘机
手续。届时，T2航站楼地面过境通
道违停车辆自动抓拍系统将暂时关
闭，为确保道路通畅，请下客后的车
辆尽快驶离该区域。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马甲恒 李汉林）信用积分达到一定
级别，可免费乘车，优先贷款，就医
时住院费用在 5000 元以内可免交
押金，办理个人健身年卡和在市域
A级旅游景点购买门票时可享受九
折优惠，信用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
大。8月 14日，漯河市推出依据公
共信用信息平台中的个人信用信息
数据建立的个人信用积分——“沙
澧分”制度，并发布一系列让守信者
得实惠的“信用红利”。

据介绍，“沙澧分”制度采用千
分制，覆盖了年满 18周岁、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漯河市常住人
口，每个人的原始分数为 1000 分，
守信加分，失信减分；依据不同的分
数，分为AAA、AA、A、B、C、D等 6
个级别，分别对应诚信模范级别、诚
信优秀级别、诚信级别、较诚信级
别、诚信警示级别、不诚信级别。信
用等级评价采取评价指标得分定级

和直接降级方式。例如，荣获国家
级、省部级、地市级、县级荣誉的，分
别加 100分、70分、50分、20分；进
行慈善捐助的，根据捐赠额加 2 分
至 50分；受到个人行政处罚的，按
性质不同扣 2分至 50分；被列为失
信被执行人的、被开除党籍的、被列
入失信黑名单的，等等，信用级别直
接降为D级。

为让更多市民享受到“信用红
利”，漯河市出台了《漯河市个人信
用积分激励细则（试行）》，并先期推
出了涉及金融、交通、景点旅游、医
疗、教育等的 20 多项信用激励措
施。

漯河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漯河市将持续扩大“沙
澧分”评价制度覆盖范围，推出更
多信用惠民举措，切实提升公众对
信用建设的获得感，引导形成“信
用有价值，守信有力量”的浓厚氛
围。③8

郑州机场T2航站楼
出发层高架桥封闭施工

信用有价值 守信得红利

漯河推行个人信用“沙澧分”

狂风暴雨为啥钟爱午后到访

8月 15日，汝阳县公安民警在蔡店乡向群众宣传如何防范虚假信息诈
骗。连日来该县公安民警深入基层开展普法进乡村活动，赢得群众的称
赞。⑨3 康红军 摄

就地利用“废”物变“肥”76县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达标

▲8月15日，游客在孟州市赵和镇上寨村“一品鲜”观光园内采摘葡萄。该园
采用沼液追肥技术，促进葡萄生态健康生长。目前，园内种植的黑珍珠、红珍珠葡
萄已进入成熟期，每天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购买和采摘。⑨3 赵春营 摄

▶8月 15日，夏邑县北岭镇生态农庄葡萄园里硕果满枝。眼下，该镇种植的
7000多亩葡萄陆续进入丰收季，果园香飘四溢。园里种的阳光玫瑰、金手指、巨峰
等20多种优质葡萄热销，推动了扶贫产业和美丽乡村的发展。⑨3 苗育才 摄

葡萄熟 日子甜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张晓静 本报通讯员 张朝晖）

“市发展改革委向社会各界郑重承诺，
对重大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实行模拟审
批、保姆式服务，实现项目开工‘零等
待’……”连日来，通过新闻媒体等渠
道，濮阳 30余家职能部门“一把手”就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出公开承诺。

“接受社会监督，激励部门实干，是
以督查优势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
环节。”濮阳市委营商环境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记者 8 月 15 日获悉，继在全省率
先组建营商环境建设委员会之后，濮阳
创新市委市政府督查局与市委营商环

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
牌子”的管理形式，以督查问责压实部
门责任，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聚焦各项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
是否落实到位，濮阳列出可量化、易评
估、时限明确的 93 项任务清单，由 15
名市级领导牵头，38个责任单位承办；
对标世行和国家评价指标，把营商环境
的 24 项一级指标、108 项任务全面优
化，市委营商环境办每月盘点分析通
报，逐项推动落实。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有发言
权。今年 7月起，濮阳市委营商环境办
深入 110余家重点规模以上企业走访
调研，企业反映的问题无论大小，都被
记录、分类，以上门交办的方式送到责
任单位。

“我们在办理环评验收手续时，因
为市环保局将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审批

情况发生变化，进度有些缓慢。”河南英
腾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凤敏没想到，
在“企业大走访”后的一周内，台前县环
保局就登门办理相关手续，解了企业燃
眉之急。

社会力量也加入濮阳营商环境监
督阵营，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大格
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律师等组成营商环境观察员队伍，发现
问题绝不手软；启动营商环境第三方评
价，县区每半年一次、市直单位每季度
一次发布排名，不讲情面只看实效。

深化监督机制为营商环境消“痛”
祛“堵”，使发展活力不断涌现。今年上
半年，濮阳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136.2亿
元，目标进度居全省第 1位，外贸进出
口增速居全省第 3位；《2019年第一季
度中国改革热度指数第三方评估报告》
显示，濮阳改革热度指数居中部六省城
市首位。

“有一次下大雨、刮起 8级大风，濮
阳当地的几十名党员干部仿佛一下子

‘冒’出来了，帮我们搬迁设备，让企业
减少损失约50万元。”德力西（河南）智
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濮阳
对营商环境十分‘上心’，这是我们在濮
阳加大投资的重要原因。”③4

基层亮点连连看

濮阳列出93项任务清单 为营商环境消“痛”祛“堵”

做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8月 15日，走进鄢陵县大马镇屈
岗村，干净整洁的道路、粉墙黛瓦的
民房、花香四溢的游园、设施齐全的
文化广场，还有街角处一字排开的分
类垃圾箱，共同构成一幅农村生态新
画卷。

“在俺村，垃圾分类成了‘新时
尚’。”正带着小女儿投放厨余垃圾的屈
岗村村民吴小盈说，“闺女还不识字，已
经记清了垃圾箱上的不同标志。”

“小习惯，大环保。”屈岗村党支部
书记陈春生介绍，屈岗是许昌市垃圾
分类试点村，从4月初开始实行垃圾分
类以来，村民垃圾分类知晓率与参与
率实现“两个100%”。

让群众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引导
是关键。一开始，也有村民不理解：

“丢垃圾的小事，为啥搞得这么麻烦？”
陈春生耐心做工作：“垃圾分类搞好
了，可以资源回收再利用，减少垃圾
量，改善家门口的环境，是一件利国利
民的好事。”村民分不清垃圾类别，村

“两委”为家家户户发放《垃圾分类处

理流程手册》，让村民一图读懂垃圾分
类。通过在每家每户门前放置简易的
垃圾分类箱，在街头巷尾设置垃圾分
类点，在村西头建设垃圾分类站，屈岗
村初步建立了垃圾分类投放、收集、处
置的管理和运行体系。

为激励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屈岗
村还建立了“积分兑换超市”，积分可
用于兑换毛巾、洗衣粉等生活用品。

“下一步，我们将循序渐进，搞好
试点，让农村的颜值越来越高，让咱农
民过上更美好的时尚生活。”陈春生
说。③8

做好分类“美”户“美”村

变废为宝 扮靓乡村

本报讯（记者 谭勇）8 月 15
日，记者从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为抓紧整
改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多、
不互认、收费高的问题，我省将推
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证书互
认和降费，行动迟缓和落实不到位
的将予以通报批评。

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证
书互认和降费，是减轻企业负担、优
化营商环境、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
具体措施。根据我省部署，依据电
子认证服务机构实际工作量，各平
台要按照明确的时间节点完成互认
工作。

具体来说，使用华测电子认证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电子商务安全证书管理
有限公司提供数字证书的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要于 2019年 9月底前实
现同一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发放的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证书（含签章）
互认；使用河南省信息化发展有限公
司数字证书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要
于2019年11月底前实现互认。

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单位要以目前
省辖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字证书
最低收费标准为参照，自 8月 15日
起，接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数字证
书收费要降至全省最低收费标准以
下，且不得重复办理和收费，不得收
取异地用户开通费、变更名称费等费
用。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通
知、督促和推进有关电子认证服务机
构按上述要求实施降费，并对电子认
证服务机构降费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③4

我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数字证书互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