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学费标准平均上调1348元，专科学费标准平均
上调515元，平均调价幅度22.65%。该方案适度调高本
专科基准学费标准；加大支持理工类学科发展力度；“双一
流”高校、博士硕士点院校在规定幅度内自主确定标准，充
分体现了“三个相适应”原则，学费标准有一定前瞻性。该
方案与去年刚调整执行的河北、山西等邻省标准接近

民生速递

居民小区看变化

民生新闻│102019年 11月27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刘晓波 师喆 美编 王伟宾

●● ●● ●●

□本报记者 史晓琪

11月 25日，省发改委网站发布《2019年河南省调整
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听证会公告（第2号）》，公布将于
12月 10日召开听证会，《河南省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
调整方案》同时出炉。高校学费为啥调？调整幅度如
何？什么时候开始调？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记者进行
了采访。

我省高校学费标准远低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目
前执行的为 2004 年秋季调整后的标准，至今已 15 年
未变。以本科为例，我省现行的本科学费标准为（每
生每年）：文科类 3400 元、理工类 3700 元、医学类
4500 元、艺术类 5700 元。这一学费标准不仅低于东
部地区发达省份，也低于多数西部省份，在中部省份
中是最低的。

“经费紧张严重影响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制约了学
校的高质量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家长对
办学条件的要求也相应提高。”11月初，在我省高等教育
经费投入机制座谈会上，多家高校的负责人表示，经费不
足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适当调整高校学费，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
缓解公办普通高校办学成本上涨压力的需要，是完善公
办普通高校成本分担机制的需要。

高校学费调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必担忧。记者
从教育部门获悉，提高学费标准后，我省现行资助政策
完全有能力保障每一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

目前，国家及我省已经实施了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
学贷款、学费减免、特困补助等 30多项资助政策。完善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确保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入学前、入学时、入学后“三不愁”。③4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每去一家医院看病，就得办
这家医院的就诊卡，就诊卡未随身携带时需要重新办
理，成了许多就诊群众的烦恼。11月 26 日，我省召开

“就医一卡通”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省委改
革办、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大
数据管理局等部门表示，将联手帮群众解决就诊卡不
通用、预存费用等烦心事，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
诊疗服务。

“就医一卡通”是指群众在医疗机构看病就医时，以
身份证、社保卡、居民健康卡等通过实名认证的卡（码）为
介质，在线上、线下享受就诊建档、挂号、交费、结算、查询
等看病就医全流程服务。

记者从当天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下一步，我省将
逐步取消全省各级公立医院发放的就诊卡，群众能够凭
借身份证、社保卡、居民健康卡等挂号、就诊。此外，全省
各级医院将逐步取消群众在门诊就诊需预存费用的硬性
规定，群众可通过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移动支付
工具完成线上支付和实时支付。

据了解，目前，河南省的“就医一卡通”改革工作已全
面推开，郑大一附院、省中医院、省肿瘤医院等 329家公
立医院已实现身份证、社保卡、居民健康卡（码）的多卡通
用，深受群众好评。③8

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拟调整
12月 10日听证 明年秋季执行

我省将逐步取消就诊卡

可凭身份证社保卡就诊

热点关注

医疗

本报讯（记者 李林）确保垃圾处理不再出现“前
分后混”的重要一步是垃圾分拣中心的投用。11月
26日，记者赶往郑州市首个垃圾分拣中心采访，看到
这里机器设备已调试到位，只等运行。

在这个位于中原区的垃圾分拣中心里，记者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对院内进行道路和绿化扫尾施工，两大
主体设备楼——厨余垃圾处置楼和大件废纺园林处
置楼内，正在做设备的最后调试。在厨余垃圾处置楼
内记者留意到，这里一切都是“大号”的，用于投放厨
余垃圾的存放池有近10米高、30米宽，大型抓钩手臂
有超过 2人高。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投用后最高日处
理能力可达600吨，完全可以满足中原区垃圾分拣的
需要。

“12月 1日分拣中心将投入试运行，以厨余垃圾
为例，进入分拣中心后将先过地磅称重，一系列处理
过程将通过计算机进行后台监控，最终的残渣还将有
数据统计，以达到减量化、无害化处理标准。”上述工
作人员说。

据介绍，该分拣中心投运后，有害垃圾、可回收物
和厨余垃圾在分拣中心内实现初步的分选、捆扎、压
榨、暂存等预处理，然后可回收物流入再生资源利用
企业进行再生利用，有害垃圾交由有处理资质的企业
进行无害化处理，厨余垃圾压榨脱水后运往焚
烧发电厂焚烧发电。其他垃圾通过小区—中
转站—垃圾焚烧厂或填埋场的方式进行无
害化处理。

据悉，按照统一部署，郑州市建设了16
个区（县）级垃圾分拣中心，其中市内5区、4
个开发区管委会垃圾分拣中心原则上12月
底前建成运营，7个县市区的县级分拣
中心明年6月底前建成运营。③8

七问郑州垃圾分类

分拣中心咋样了

首个垃圾分拣中心
投用在即

热点问题有解答

采访手记

答：市分类办去年印发了《郑州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指南》，
对单位垃圾分类做了详细的要求。对于商户产生的垃圾，产生主体可
根据垃圾产生的属性，合理配置分类垃圾桶。沿街的小门店，除餐饮
店外，其他不产生餐厨垃圾的商户，建议在店内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
圾两类垃圾桶。③4

三种学费标准调整方案出炉

本科学费标准平均上调 1068元，专科学费标准平
均上调470元，平均调价幅度 18.92%。该方案适当拉
开了学校、学科之间收费差距，并向“双一流”大学、博士
硕士点院校和特色优势学科倾斜；给高校一定收费自主
权，由其在规定幅度内自主确定标准；调价水平相对较
低，对高职高专支持力度相对较小

《河南省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
准调整方案》显示，本次学费标准
调整范围仅限我省公办普通高校
本科和专科学费标准，不包括研究
生（含博士）、民办高校、独立学
院、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标准。按照
“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的原
则，拟从 2020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执行新学费标准，
原在校学生仍按原学费标准执行。为便于听证会参
加人优选方案，此次拟定了三个调整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本科学费标准平均上调1466元，专科学费标准平均
上调548元，平均调价幅度24.46%。该方案本科较大

幅度提高了基准学费标准，可进一步缓解高
校经费压力；适当拉开“双一流”高校与其他

公办普通高校的价格差距，充分
体现支持“双一流”高校发展。该
标准在目前已调整的省份中处于
较高水平

□本报记者 李林

看似平静的 11 月，在郑州并不平静，原因是

垃圾强制分类迫在眉睫。

依稀，上海垃圾强制分类推行时的各种热议

还余音未消，如今郑州街头巷尾关于垃圾分类的

话题正一浪高过一浪：

强制要求早就放话了，而有的小区迟迟不见

动静，部分市民疑虑着分类能不能按时施行、该

到哪里去咨询？多数垃圾分拣中心要到明年才

能投用，垃圾强制分类，郑州到底能不能做好？

记者也在连日寻找这些答案。

是等万事俱备，再行实施？还是一边努力前

行一边不断完善呢？

来自上海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

底，上海全市 1.3万个居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由去

年年底的 15%提高到 80％。这组数字说明，最严

苛的上海垃圾强制分类，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没有一蹴而就，只有步步为营。

2018 年，郑州进入“三大里程碑元年”：常住

人口突破 1000 万，建成区面积突破 1000 平方公

里，GDP 突破 1万亿元。郑州正在向超级大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奔跑”，她必须拉高站位，主动作

为，以超前的思考和行动迎接城市的“升级”，包

括垃圾强制分类这样的城市管理细节，郑州也要

高标准、早行动。

所以，郑州到底能不能做好垃圾强制分类？

答案并不是重点，关键就在于推进过程中，要接

续努力走好每一步。③4

垃圾强制分类
郑州应主动作为

本报讯（记者 李林）12月1日，《郑州
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即将施行，郑州垃圾分类的“强制
时代”正一步步走近。那么，郑州的居民小
区里有没有变化、又发生了哪些变化？11
月26日，记者走访部分小区一探究竟。

当天上午，记者首先走进了管城回
族区商城花园社区商城路287号院。“我
们小区的垃圾分类与别处不同。”得知记
者的来意，正要扔垃圾的小区住户董大
妈手指前方，告诉记者院里 4类垃圾箱
全都“住”进了“房子”里。

顺着董大妈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一
间特殊的房子，有4扇小推门，门上分别标
注着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并用图片作了详解。推开小门可以
看到里面是摆放整齐的大号分类垃圾箱，
房间里还摆放着几件残旧的家具。

“这叫分类垃圾箱房，为的是垃圾存
放更加整洁有序，另外还可以存放沙发、
床垫等大件垃圾。”说话的是垃圾分类引
导员蒋大姐，“我是第三方运营公司派来

服务127户居民的，负责宣传相关知识、
为分类投放的居民发积分兑奖品。”

一旁的董大妈把一袋子厨余垃圾解
袋投放到厨余垃圾箱内，然后把用过的垃
圾袋投进其他垃圾箱内，随后洗了手。记
者注意到，这是一个专门设置的洗手台，
还配有洗手液。“我们小区一个月前就开
始垃圾分类，而且是‘高标准’操作，每天
7:00—9:00、18:00—20：30定时定点投
放。开始大家觉得麻烦，后来眼见环境变
好，都很支持分类投放呢。”董大妈说。

“在管城回族区，像这样有分类垃圾箱
房的小区还有13个、在建14处，一半以上
的小区有第三方运营商进驻进行宣传和引
导，其余小区按照规定都在加紧设置分类
投放箱。”该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随后，记者接连赶往中原区、金水
区、二七区部分居民小区，发现多数小区
都设置有垃圾分类投放箱，个别小区的
垃圾分类箱还有人工智能识别装置，并
配备有分类引导员。但也有个别小区内
变化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变化。

“我们小区院内除增加了一些不同
颜色的垃圾箱外，并没有其他垃圾分类
的宣传或提示，眼看垃圾分类已经进入
倒计时，但却找不到相关人员咨询。我
们一方面期待垃圾分类净化环境，另一
方面担心不能准确分类而遭到处罚。”一
位小区居民坦言。

记者就垃圾分类实施进度采访了郑
州市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截至10月底，全市已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 2496 个小区、149.39 万
户。”该负责人说，《办法》实施后，针对未
开展分类的小区，市区两级将分两步走：
一是留足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处罚主要
针对已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居民和按
要求应强制分类的公共机构和相关企
业；二是未开展垃圾分类的小区，有物业
管理的，物业公司要当好分类责任人，抓
紧按照郑州市的要求进行垃圾收集设施
的更换或者粘贴正确的标志，无物业管
理的，由街道办事处牵头开展相关工
作。③8

□本报记者 李林

《郑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即将于 12月 1日施行，但市民仍有诸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疑

问。11月 26日，记者到郑州市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推进领导

小组办公室采访，相关负责人一一给予了回答。

Q1
答：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期将专门印

发《办法》实施的宣传方案，统筹安排全市开展系列的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提升广大市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正确投放率。同时，
市分类办还将借助各级媒体、各界志愿者队伍、垃圾分类督导员等多
种渠道、多种方式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普通市民如何获取垃圾分类有关知识？

Q2
答：郑州市的垃圾分类工作目前主要采取公开招标第三方运营企

业的方式进行，第三方运营企业进驻小区后，会按照每300—500户配
备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督导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小区内宣传生活垃
圾分类知识，引导小区居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

社区如何帮助居民正确分类？

答：据了解，正确投放可回收物的，第三方运营企业将采取积分兑
换各种生活用品的方式奖励居民，部分第三方运营企业率先引导居民
定时定点投放厨余垃圾，对投放正确的居民给予积分或者物品奖励。
对于不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办法》实施后，将由各县（市、区）城市
管理执法人员予以现场执法处罚。

答：关于定时定点投放，部分区已开展了相关的试点工作，实际效
果还待进一步检验。从全市层面来讲，还未出台相关的指导意见。但
从上海的定时定点投放效果看，郑州市会在今后逐步要求居民小区全
部实施定时定点投放制度。

答：不建议也未要求使用专用的垃圾袋，居民使用传统的垃圾袋
投放垃圾也可，建议尽量在投放时将使用过且受污染的垃圾袋在倾倒
完垃圾后投放到其他垃圾桶内。

答：总体来说按照“宜粗不宜细，分不清放其他”的原则进行投放，
凡不知如何投放的垃圾，都可暂时投放到“其他垃圾”桶。

有无奖惩，如何兑现？Q3

Q4 是否需定时定点投放？

Q5 分类后是否需要专用垃圾袋？

Q6 分不清属于哪类的垃圾如何处理？

Q7 单位、商户垃圾怎么分类？

垃圾“住”进专用“房”

能卖拿去卖

有害单独放

干湿要分开

在家分好类

定时拎下楼

定点精准投

6句口诀
教您掌握分类要领

环保处理可发电

在家提前分好类

精准投放垃圾箱

专车运输不混装

11月 26日，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商城花园社区商城路287号院里，社区负责人在宣传讲解垃圾分类
注意事项。⑨6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文字整理/史晓琪）

制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