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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个人所得税
纳税将纳入社会信用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
28日称，我国将全面实施个人所得税申报信
用承诺制，纳税人需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作出守信承诺，信用承诺的履行
情况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根据通知，我国将建立自然人失信行为
认定机制。对于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存在偷
税、骗税、骗抵、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恶意举
报、虚假申诉等失信行为的当事人，税务部门
将其列入重点关注对象，依法依规采取行政
性约束和惩戒措施；对于情节严重、达到重大
税收违法失信案件标准的，税务部门将其列
为严重失信当事人，依法对外公示，并与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共享。

通知称，我国探索将个人所得税守信情
况纳入自然人诚信积分体系管理机制。对个
人所得税纳税信用记录持续优良的纳税人，
提供更多服务便利，鼓励行政管理部门在颁
发荣誉证书、嘉奖和表彰时将其作为参考因
素予以考虑。同时建立个人所得税严重失信
当事人联合惩戒机制。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孙瑞倩
本报通讯员 李孜

8月 26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
心支行获悉，当前我省重点建设了53个现金
服务示范区，在示范区内的数百个银行网点
兑换零钞、残币可以享受VIP服务。据了解，
仅郑州市的现金服务示范区就涉及 23家银
行的50个营业网点。

招商银行郑州商务内环路支行行长刘梅
告诉记者，网点在自助取号机上专门开设“小面
额残损人民币兑换”的服务选项，兑换零钱和残
币的客户选择该项业务，系统会直接将排号设
置为“优先业务”，客户可以到VIP窗口办理。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优化我省现金流通环
境，现金服务示范区内的银行网点全部要开
通小面额及残损币兑换业务“绿色通道”。商
业银行还要把好现金流通第一关，确保客户
从银行中取出干净整洁的人民币。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现金服务示范区内
的银行还承担着向民众宣传金融知识、提供
普惠服务的责任。建设银行在所有营业网点
统一设置“劳动者港湾”，方便环卫工人、快递
小哥等户外工作者临时休息，并提供热水、手
机充电等贴心服务。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郑州
中心支行力争将示范区的经验在全省银行网
点复制推广，在全省各地建立 100余个现金
服务示范区。③5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8月 26日，记者获
悉，郑州市 2019年“引进文化和旅游部大地
情深精选剧目和郑州市精品剧目演出季活
动”正在进行，8月29日、30日晚，由上海芭蕾
舞团带来的《白毛女》将在郑州艺术宫演出。

据了解，为进一步丰富郑州市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加大文化惠民力度，按照《郑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2019年郑州市重点民生实事的
通知》中“2019年引进文化和旅游部大地情深
精选剧目10台”的要求，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今年将陆续邀请国家京剧院、国家话剧
院、中国歌剧舞剧院等赴郑免费演出10台经典
剧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③8

我国全面实施个人所得税
申报信用承诺制

我省重点建设53个现金服务示范区

到银行兑换残币零钞
能享VIP服务

文化惠民演出好戏连台
芭蕾舞剧《白毛女》与您相约郑州

□本报记者 陈辉

中国电信5G全面商用进入快车
道。8月 28日，中国电信河南公司 5G
体验活动盛大开启并产生首位 5G用
户，即日起在农业路营业厅、南阳路营
业厅、未来路营业厅、宏昌街营业厅、
兴华南街营业厅和桐柏路营业厅七店
同步发售电信 5G 手机，为方便消费
者，中国电信采取了不换卡、不换号、
不换套餐的5G体验计划，只需要换一
部5G手机就能立刻畅享5G精彩。

首位 5G 用户产生 不换卡
不换号不换套餐

当日上午，在郑州市人民路电信
营业厅内，提前通过线上预约参加活
动的用户和媒体齐聚一堂，亲身感受

5G带来的精彩体验。之前，中国电信
河南公司开通了线上预约活动通道，
招募5G体验官，中国电信河南公司的
第一位 5G用户也由此诞生。有幸成
为首位5G用户的王先生兴奋地表示：

“我是中国电信多年的老用户了，电信
网络好，资费优惠，我自己办了一张主
卡，家里人用副卡，家里的宽带也是随
套餐一起赠送的，全家每个月只需要
100 多块，我非常满意。听说电信有
5G 体验活动，我第一时间线上预约，
没想到今天竟然能拔得头筹，太幸运
太开心了。”

工作之余，王先生也是一位科技
产品发烧友，对能亲身体验5G期待已
久。这次换了 5G手机，不用换号，不
用换卡，更不用换套餐，在现场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只用了一条短信就开通
了 5G 业务，他说比预想中要方便很

多。在体验活动期间，用户购买并激
活5G手机后，将收到中国电信发送的
5G 服 务 短 信 ，直 接 回 复 短 信

“KT5GTYB”（“开通 5G体验包”首字
母）就能享受 100GB的体验流量和最
高1Gbps的速率体验服务。

明年建设 2 万个 5G 基站
为河南人民美好生活赋能

4G和 5G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三
个词：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记者
现 场 体 验 ，电 信 5G 下 载 速 度 高 达
1Gbps，下载一部 1G的电影仅需要 8
秒。同时，现场还带来了 5G 视频通
话、极速下载应用、4K 高清视频、5G
路由器、VR 互动游戏等诸多应用场
景，可以尽情感受5G科技带来的便捷
与奇妙。

值得一提的是，电信5G手机将全
部采用全网通的网络制式，真正实现
了插卡即用，可谓是“一机在手、双卡
双 待、三 网 通 用、四 海 通 行、5G 畅
享”。目前用户可选择的5G手机总共
有三款，分别是：中兴 Axon 10 Pro
5G、华 为 Mate 20X 5G、vivo
IQOO 5G，郑州电信七家营业厅同步
发售，并可到店体验，现在购 5G手机
还送 100G 体验流量，如果有换机计
划，电信5G手机是首选。

一直以来，中国电信致力于5G的
创新和发展，为广大用户带来更精彩
更优质的 5G服务。中国电信河南公
司将加快推进网络建设，到 2020年底
全省将建设20000个以上 5G基站，完
整覆盖 18 个省辖市和重点县域、高
校、工业园区等。

中国电信河南公司还将结合行业

客户需求进行5G应用实践，通过5G网
络与应用的结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智
慧警务、智慧交通、智慧环境和智慧党
建等)、助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智慧

医疗、车联网、媒体直播、智慧教育、智
慧旅游、智能制造等)、服务美好生活
(VR视频、云VR游戏、云AR和云游戏
等)，为河南人民的美好生活赋能。

中国电信5G手机郑州正式发售 为河南人民美好生活赋能

河南
电信首位
5G 用 户
已 产 生 ，
郑州 7 家
营业厅同
步 发 售
5G手机

8月 27日至 28日，项城市举办“唱响新时代、颂歌献给党”
歌咏比赛决赛，进一步引领并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 49个单位 5000余名干部职
工参加了比赛，表达了全市人民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喜悦
心情。⑨6 张永久 摄

颂歌给党听

《通知》提出，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相对集中的县乡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高、中级岗位结构比例可在原有标准上各提升5%；对于我省贫困县专业
技术人员相对集中的事业单位，专业技术高、中级岗位结构比例可在原有
标准上各提升10%，引导优秀专业技术人才扎根基层服务。对于累计在
乡镇工作满 2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 5年的县乡事业单位已聘专业

技术人员，在岗位设置管理和调整时，可不占本单位相应专业技术岗
位结构比例。

同时，开辟基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聘用绿色通道。对县
乡以下事业单位已符合初级专业技术岗位任职资格条件，且在本单位
连续工作3年以上的未聘专业技术人员，可直接聘用到相应专业技术

初级岗位。对聘期内3年获得考核优秀的已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事
业单位可根据有关岗位任职资格条件，直接聘用到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告别中学生活，开启大学模式，满怀喜悦与梦想的大
学新生迎来了人生中最美的一段时光。大学生活有哪些
别样的精彩？开学季，记者走进我省高校，为新生和家长
打探有关学习和生活的那些事儿。

8月28日，记者来到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网红餐
厅“航空餐厅”，这是一架国产C919飞机模型，客机机舱变
身餐厅，值机柜台变身取餐窗口，引得同学们纷纷拍照……

颜值加美味，我省不少高校食堂为了让同学们吃得舒
心、实惠又健康，费了不少心思。自2007年以来，郑州大
学牵头省会高校搭建起了联合采购平台，每年都要组织高
校伙食原材料联合采购招标大会，近40家高校联合面向
社会进行公开招标，米、面、油、大肉、牛羊肉、蛋等都实行
统一采购，累计节约伙食成本数千万元，惠及上百万师生。

除了美食以外，参加社团活动也是大学生活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我省每所高校都有几十上百个
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比如话剧社、相声俱乐部等艺术文
化类社团，环境保护者协会、大学生创业联合会等实践服
务类社团，DIY美食协会等兴趣爱好类社团。

“社团活动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是人际关系、社会交往
的实践演练，对将来尽快融入社会有很大帮助。”郑州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萍说。

吃、玩有了着落，“学”的方面也出现了新亮点。本学
期开始，我省 5所高校的同学们有福了——不仅可以跨
校听课，而且所修学分可得到学校互认。今年年初，河南
农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签署了校际课程互选
与学分互认合作框架协议，在我省率先实行校际课程互
选与学分互认，本学期开始协议兑现。将来，5所学校的
资源共享还将扩展到图书、实验设备等多个领域。

听说这些高校可以打破围墙、资源共享，其他高校的
同学纷纷表示羡慕。多位教育界人士表示，随着高校开
放化办学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可以去读“别
人家的大学”。③5

我省出台新政优化事业单位用人管理

高级职称比例提高 开辟“工匠绿色通道”

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我

省又有新举措。8月 28日，记者从省

人社厅获悉，我省近日下发了《关于进

一步优化岗位管理制度落实事业单位

用人自主权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提出进一步提升我省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标准，

创新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

岗位聘用管理，深化“放管

服”改革，保障事业单位

用人自主权。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对于技术人员来说，职称是反映其专业能力的“标杆”之一。以后，我
省各级事业单位都可以设置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还将适当提升专业技
术岗位结构比例。

以往未明确正高级岗位结构比例标准的事业单位在所设置专业技术
岗位的5%以内确定。对于以往已明确高级岗位结构比例标准的事业单
位，可在原标准基础上上浮 3%，高层次人才相对集中的公立医院、科研
院所，可在原标准基础上上浮5%。

根据《通知》，开辟高级技师岗位管理绿色通道。对已取得高级
技师资格的高技能人才，事业单位可根据岗位任职条件聘用至工勤
技能一级岗位。

推动工勤技能岗位人员择优聘用，事业单位根据岗位任职条件
和聘用程序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勤
技能人员聘用到相应工勤技能岗位：取得相应工勤技能岗位任职资
格以来，获得省辖市（厅级）以上表彰（荣誉称号）的；取得相应工勤技
能岗位任职资格以来，有两年以上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等次的；距法
定退休年龄不满5年或工龄满30年，取得相应工勤技能岗位任职资
格以来，连续3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

为人才提供更好的环境，我省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简
备案环节，推进网上业务办理。按照国家和我省事业单位人事服务
事项清单要求，进一步完善数据信息，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实现岗位
设置、人员岗位备案等岗位管理事项的网上办理，推动实现省市县系
统互联和数据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切实提升办事效率，减轻单位
负担。③8

推动工勤技能岗位人员择优聘用C事业单位“高级岗位”将更多A

专业技术岗位向基层贫困地区倾斜B

吃玩有着落“串门”修学分

快来get你的开学“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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