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您在2019年已经采集过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2020年继续享受，请在个人
所得税APP首页登录后，选择“2020

年度继续享受专项附加扣除”选项。

点击后，系统提示“将带入2019年度
信息，请确认是否继续”，选择“确
定”选项。

此时，系统显示“待确认扣除信息”，
若您需要修改，点击“待确认”选项
进入修改页面，点击下方“修改”选项

进行修改。

若信息不需要修改，在“待确认扣除
信息”页面选择“一键确认”选项，系
统将弹出“请确认是否继续”的提示
框，选择“确认”选项，即可保存并提交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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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继续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在个人所得税APP
首页登录后，请选
择“申报专项附加

扣除”选项。

选择扣除年度为
“2020”。

根据您可享受的六
项专项附加扣除选
择并填写信息，保

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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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专项附加扣除

如您未曾填报过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但 2020 年有符合条件的
专项附加扣除可以享受，请您及
时在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 首页
【申报专项附加扣除】模块中填报
相关信息。具体操作如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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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这里的医院处方单上
自带缴费二维码
□本报记者 曹萍 本报通讯员 薛院喜

12月 9日早上 9点，在中牟县雁鸣湖镇中
心卫生院，已经有很多病人穿梭其中，但奇怪的
是，医院的收费窗口前却冷冷清清。

在呼吸科，年轻的妈妈小刘正带着孩子看
病，医生开了处方递给她，她赶忙抱起孩子准备
去缴费。“不用去窗口，扫这个二维码直接就缴
了。”医生把处方左上方的一个二维码指给她
看。小刘将信将疑地掏出手机，扫描后直接出
现了此次处方的费用，几秒钟就完成了。

患者在就诊期间手机一点即时完成缴费，
中牟县卫健委推出的“诊间支付”真正实现了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所有的处方、检
查单都自带二维码，扫描缴费后，取药或者做检
查无须再出示任何单据。”雁鸣湖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田永魁介绍。截至目前，中牟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和县妇幼保健院已经完成改造上线，
全县乡镇卫生院将陆续开通上线。

数据不仅要在一个医院内“跑”起来，还要
在各个医院之间“流动”起来。一直以来，“手握
一把就诊卡、每张卡上都有钱”是很多患者就医
的真实写照。如今在中牟，只要带着身份证或
者社保卡，在各个医院看病便可“畅通无阻”。

“建立县域医疗信息平台将全县医疗机构
‘打通’，所有的检查结果、健康档案都能够共
享、互认，避免了很多重复检查。”中牟县卫健委
副主任刘敏说。

如今，在中牟县随着“诊间支付”“一卡通”“一
站式结算”等多种创新服务陆续“上线”，群众在就
医过程中排队少了、跑路少了，就诊效率更高，真
正体会到“互联互通”带来的方便快捷。③9

□本报记者 孙欣

“今天你们达成还款协议，希望双方都能
遵守……”日前，在河南省智卓律师事务所调
解工作室，律师邱芳园就王某与某协会之间的
一起债务纠纷现场调解，双方顺利达成和解协
议。王某月底前还款1万元，余款分期偿还，一
起欠款纠纷圆满化解。

律师来当调解员，不打官司化纠纷，这在
我省已成常态。12月 10日，记者从省司法厅
获悉，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以来，我省设立
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251个，每个县（市、区）
都有律师调解工作室，我省律师调解试点工作
已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3月，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司法厅出台
《全省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根据意
见，在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律师
协会、律师事务所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调解
中心，经律师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
协议，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法院
确认有效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
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律师做‘和事佬’，好处显而易见。”邱芳
园对记者说，一方面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说
理释法准确清楚，能引导矛盾双方理性化解纠
纷；另一方面，律师有办案经验，能精准对接纠
纷双方的诉求，弥合双方分歧。

截至目前，全省入册的律师调解员共有
2171人。251个调解机构中，其中在人民法院
设立的有72家，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设立
的有74家，在律师协会设立的有10家，在律师
事务所设立的有 95家。各地初步探索建立了
律师调解经费保障机制，人民法院、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和律师协会律师调解工作经费通过
政府采购服务方式解决，分别纳入人民法院和
司法行政机关专项预算。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律师调解工作
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
务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举措，将继续加强经费
保障力度，推进律师调解工作室建设，打造律
师调解“河南模式”，为全国推广提供可复制、
可借鉴的制度和经验。③9

律师来当“和事佬”
精准调解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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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开始确认

年底出行，这些信息你要知道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重要提
醒：2020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开始
确认。根据政策要求，2020年需要
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的纳税人，
要进行确认或重新采集信息。

12月 10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
局河南省税务局了解到，纳税人可
在12月底前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确认 2020年度继续享受个税专项
附加扣除或者重新采集信息。未及
时确认的，扣缴义务人将于次年 1
月起暂停扣除，待确认后再行办理。

子女教育
包括子女受教育信息，
含受教育阶段、受教育
时间段等；子女、配偶身
份证件号码。

继续教育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信息
包括教育阶段、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职业资格继续
教育信息包括教育类型、
证书取得时间、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发证机关。

大病医疗
包括患者信息和医疗信
息，其中医疗信息包括
个人负担金额、医药费
用金额等。

住房贷款利息
包括产权证明和贷款合
同。

住房租金

包括住房租赁信息和工
作城市信息，其中，住房
租赁信息包括合同编
号、租赁房屋坐落地址、
租赁方信息。③8

赡养老人
包括被赡养人信息和共
同赡养人信息。

在填报或者修改信息之前，除了需要准备好扣缴
义务人信息之外，还需要准备以下六个方面内容：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郑州市中原区棉纺
路上的国棉厂旧址，记载着上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这座城市的辉煌与骄傲、光荣与梦想。
12月 10日，记者从郑州市文物局获悉，为记录
展示这一段郑州纺织工业史，郑州市纺织工业
遗址博物馆项目将于近期开工建设，现面向社
会征集博物馆藏品。

据悉，该博物馆将依托原国棉三厂办公
楼、车间等文物建筑进行建设，主要通过场景
复原和情景再现的方式，使游客在了解、体验
工业时代独特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体会郑
州产业工人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和昂扬向上
的精神风貌。

为做好郑州市纺织工业遗址博物馆下一
步陈展工作，该馆面向社会征集藏品，征集范
围主要包括：反映郑州纺织工业产生、成长、发
展历史进程及其历史贡献的代表性实物及档
案图书资料；反映 1903年至 1990年这一历史
时期郑州工业发展历程及其历史贡献的代表
性实物及档案图书资料；反映郑州纺织工业及
电力、机械制造等代表性工业门类生产、经营、
销售、管理、工艺设备流程的代表性实物及档
案图书资料；反映 1903年至 1990年郑州工人
生活面貌的代表性实物及档案图书资料。

凡有意捐赠或转让实物、资料的机构或个
人，可发送邮件至 zzfzbwg@163.com 或郑州
市中原区棉纺西路 28号郑州纺织工业遗址博
物馆筹建办公室。③8

郑州市纺织工业遗址
博物馆面向社会征集藏品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10日记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近
日印发《关于加强道路客运企业和车辆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我省将全面取消800公里以上道路客运班线，强力整
治我省道路客运领域安全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

我省将全面取消
800公里以上客运班线

长
途

根据《意见》，综合考虑运输体系发展和长途班线安全

风险隐患情况，我省将停止审批新增800公里以上客运班

线，停止办理800公里以上客运班线延续经营和车辆更新

手续。今年年底前，收回退出800公里以上客运班线客车

的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班车客运标志牌、道路运

输证，并予以注销。

关键词：公司化经营

为调整优化道路客运行业结构，我省将大力整治客车

变相挂靠经营行为，推动道路客运企业全面实行公司化经

营。2020年 6月底前，道路客运企业全部实现“五统一”

（统一车辆产权关系、统一运输生产组织、统一财务收益分

配、统一人员劳动关系、统一经营管理责任）。

关键词：源头管理 客运安全

加强道路客运安全，重点在源头管理。《意见》提出要

从以下方面予以严管：严格道路客运企业注册与经营许可

管理、加强客车注册登记管理、加强客车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管理、加强客运车辆报废管理。其中，道路客运企业成

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开业的，或开业后自行停业

连续6个月以上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关键词：信息互联共享

建立信息互联共享机制。今年我省要建成全省长途客

运信息平台并投入使用，像坐高铁一样，实现乘客实名制信

息共享，为加强行业监管和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交通运

输部门要建立道路客运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道路

客运企业及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并加强监管。

关键词：安全“失信”联合惩戒

道路客运安全“失信”，将给予联合惩戒。根据《意

见》，有关部门要全面清查道路客运市场“黑车”“黑企业”

等违法违规经营现象，定期联合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旅行社、学校、社会团体、党政机关等不得

租用无道路客运经营许可的客车。同时，

制定道路客运市场信用监管办法，开展

道路客运企业信用评价，对存在道路客

运安全失信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实施联合

惩戒。③9

5折坐公交 1毛钱购卡 最高补贴100元

郑州地铁公交发“红包”啦！
通
勤

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李林）12月10日，郑州

市交通运输局传出消息，为鼓励市民“绿色
出行”，多部门联手推出一大波儿公交福利
等您来“拿”！

据介绍，去年12月国家交通部授予郑
州市“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称号，一年
来，围绕地铁5号线、14号线开通，郑州大
力优化公交线网，截至目前共调整公交线
路51条、新开线路22条，有效地促进了公
交和地铁衔接，方便市民出行。通过大数
据分析，2019年 11月公共交通日均客流
量为391万人次，同比增加59万人次。

为让更多市民参与到绿色出行的队
伍中来，郑州市交通运输局联合绿城通、郑
州交通出行网、微
信、支付宝、银联、市
总工会、商易行等推
出公共交通优惠奖
补活动，具体奖励和
优惠活动如下：

持郑州市工会会员卡并成功激

活金融账户的工会会员，只要刷郑

州工会卡乘公交、地铁，即可享受

50%的绿色出行补贴，最高补贴

100元。活动结束后补贴将于 1个

月后，通过郑州银行转账至会员的

工会卡金融账户上。

郑州工会卡
最高补贴100元

使用“绿城通”实体卡及手机

“绿城通”乘坐公交、地铁出行，刷卡

总量前 100名的用户，可在活动结

束后领取100元的出行补贴。具体

补贴名单及领取方式可关注“绿城

通”官方公众号“郑州城市一卡通”，

查看2020年 1月 11日发布的补贴

名单公告。

即日起至明年1月10日

即日起至12月31日

在郑州限量发售 5 折公交双周卡和 5 折公交周卡活

动。双周卡有效期 14天，一共可使用 14次，每天限使用 1

次。周卡有效期 7天，一共可使用 14次，每天限使用 2次。

用户可随机获得购卡优惠，最低0.1元购卡。

支付宝最低0.1元购卡
即日起至明年1月15日

对已开通郑州公交乘车码用户可随机获得一张购票优

惠券用于购买5折公交周票/月票，每次刷码坐公交可享受5

折乘车优惠。

微信推出5折公交周票/月票
即日起至12月31日

用户乘坐郑州公交，使用银联二维码、银联闪付（含手机

闪付和 IC卡闪付）支付，可享6折优惠（最高优惠0.4元），同

一用户使用以上支付方式单日可各享2次优惠。2020年 1

月 1日至31日，用户乘坐郑州公交，使用云闪付乘车码、银联

手机闪付，可享6折优惠（最高优惠0.4元），同一用户使用以

上支付方式单日可各享2次优惠。

银联二维码6折乘车
即日起至12月31日

乘客下载并打开“商易行”App，开通会员钱包后立即弹

屏提示“地铁乘车券礼包（价值 10元）”，礼包内容为5张，单

张价值2元，共计 10元的乘车优惠券，使用期限为自开通日

14天内，过期乘车券自动作废，首次充值达到 20元即可使

用。另外，对商易行钱包新老用户推出地铁乘车周卡秒杀活

动。周卡秒杀价 1.99元。现使用电子钱包、龙支付乘车享

受7折优惠力度。③9

即日起至12月20日

已建成完工的商南高速周口至南阳段高速公路（12月9日摄）。目前，商南高速周口至南阳段已具备通车条件，将于12月31日全国联网，实现通车。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制图/刘竞

绿城通
提供百元出行补贴

地铁商易行推送“大礼包”

关键词：停审 停办 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