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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新能源汽车财税
支持政策。执行国家新能源汽车

购置补贴、免征车辆购置税延续至2022
年底政策，加快已有政策明确的补贴资
金清算速度。

●推进燃油出
租车置换纯电动车。

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在
城市公共交通等领域推广

应用，今年年底前完成 3000 辆
纯电动出租车替代目标。
●鼓励郑州市整车生产企业研发适

合本地市场需要的新能源出租车、网约
车和物流车。对生产企业 2020—2021
年在郑州市销售、上牌的新能源巡游出
租车、网约出租车和物流车给予奖励，奖
励标准按照原有基础上顺延一年的标准
执行。

●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
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能力。今年年底郑
州市充电终端累计将达到 2万个，满足
电动汽车充换电需求。

●支持整车企业让利于民。今年 6
月 1日至12月 31日，在郑州市销售并进

行机动车注册登记的本地整车产品(含
燃油车、新能源车等)，在整车企业优惠
的基础上，市财政配套 5000元/辆优惠
资金支持汽车消费。

●鼓励销售企业加大促销力度。对
上半年销售额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的前10
名限上汽车销售企业，每家给予5万元奖
励；对前三季度销售额增量前10名的限
上汽车销售企业，每家给予10万元奖励；
对全年销售额增速超过郑州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总量前10名的限上汽
车销售企业，每家给予50万元奖励。

●便利购车登记。推动汽车注册登
记和车辆购置税信息网上审核，在汽车
销售企业4S店推行申报缴税“网上办”，
实现车辆购置税申报缴纳、车辆登记上
牌无缝对接“零跑动”办理。

●放宽车辆上牌户籍限制。实行
“暂住登记凭条”购车政策，放宽小型

机动车注册登
记车主户籍限制，
方便外来人员办理机
动车购置注册业务；创新
汽车销售模式，支持汽车企
业利用电子商务创新汽车销售
模式，推进线上线下渠道关联销
售；增加车辆号牌号段，启动豫 V 号
牌号段，带动汽车消费；加大金融服
务支持力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汽车
金融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购
买新车交易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商业银
行、汽车金融公司与本地整车制造企业
合作，降低购买新车消费贷款利率。③4

8 月 17 日，记者

从相关部门获悉，郑州

市政府发布《关于促进

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

通知》，共包含 12条措

施，包括实施汽车消费

专项奖励、放宽车辆上

牌户籍限制、启动豫V

号牌号段等。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8 月以来
我省北部东部大暴雨频发，局部累计
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至4.4倍。8
月 17 日，省气象台预计，19 日到 20
日，中西部、北部将有大到暴雨，局部
大暴雨。

18日，我省西部北部仍处于副热
带高压边缘，多分散阵雨、雷阵雨。
19 日白天，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
雨。19日下午到 20日白天，受冷空
气和副热带高压南压影响，全省有一
次明显降水过程，淮河以北有小到中
阵雨、雷阵雨，其中中西部、北部有大
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量100毫米
至 1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
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局部有阵雨。20
日夜里到21日，淮河以北大部地区有
阵雨、雷阵雨。22日，西部、西南部有
阵雨、雷阵雨。23日，西部、北中部有
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③6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我们最贵的一套院子，
一晚上卖 6000多元，经常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8
月 14日，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的“民宿走进
驻马店”座谈会上，济源“小有洞天”民宿负责人邱
英平的发言，让与会的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

的确，一套院子，两间客房，最多住8个人，价格
为什么比五星级酒店还贵？有什么独到之处？

位于济源王屋山下的“小有洞天”精品民宿集
群，由当地迎门村的废旧村落改建而成。每栋民宿
都是独栋小院，从外面看古朴纯净，从里面看文艺范
儿十足，舒适感也不亚于五星级酒店。但和城市星
级酒店不同的是，民宿建在青山绿水之间，空气清新，
小桥流水，犹如世外桃源，游客乐于为舒适的度假环
境买单。邱英平表示，游客入住民宿，观光山水，再到
山下的王屋老街体验灯光秀、小吃等夜游项目，有丰
富的选择。

旅游是幸福产业，民宿是“关键一招”。自2018
年以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了“民宿发展在
全国争最快”的目标，率先在大别山、伏牛山、太行
山布局，开展了走县进村活动。民宿已经成为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不只收买你的眼，也收买你的心。”月泊文旅
创始人黄丹强调，民宿现在已不能单纯地卖房间，

更要卖时间、卖空间，因此要想方设法提供贴心
服务，创造二次消费场景。

在驻马店，民宿专家及投资团
队对当地发展民宿的前景纷纷表
示看好。“区域内的嵖岈山、老
乐山、宿鸭湖水库等文旅项目
已具备较高知名度，为民宿发
展提供基本的流量保证，不少
地方很有投资价值。”灵泉妙
静民宿负责人唐伟平说。③4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杨珂）
8月 17日，记者获悉，河南省委组织部、河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河南省
省直事业单位 2020年统一招聘工作人员
方案》，省直３7 个部门 184 家事业单位
855个岗位招聘工作人员1324名，重点招
聘高校毕业生。

据了解，这次重点招聘高校毕业生，
主要是指2018年、2019年、2020年 3年内
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其户口、档案、组织关
系仍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
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招聘 1324名
工作人员，其中高校毕业生 1178名，其他
人员146名。

本次考试报名实行网上报名，每名应
聘人员限报考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岗
位。资格审查工作由用人单位或主管部
门负责。报考人员切记，在8月18日 9：00
至 8月 22日 17：00期间，登录河南人事考
试网(http://www.hnrsks.com)报名，并
在 8月 19日 9：00至 8月 24日 17：00期间
查询资格初审结果。9月 23日 9：00至 9
月 26日 14：30，下载打印准考证。

本次招聘采取考试（笔试与面试）与
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笔试时间为9月
26日，在郑州市设置考场。③4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8 月 16
日，记者从2020年郑州市内九区小学
入学政策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郑
州市内九区将严格控制小学一年级
班额，年底前，全面消除超大班额。
各区各校结合实际，合理确定招生年
龄线，并启用新建改扩建学校35所。

为了满足更多家长“让孩子在家
门口上好学校”的期待，各区均有一
批新建改扩建公办小学投入使用。
比如：郑东新区有 4所新建公办小学
投入使用，分别为清华附中郑州学校
（小学部）、郑东新区永昌小学、郑东
新区永胜小学、郑东新区龙腾小学；
经开区有 3 所新建公办小学投入使
用，分别为经开区艺术小学、经开区
行知小学、经开区蝶湖小学。

在学位供给方面，多区增加学位
量超千个。比如管城回族区比去年
增加33个教学班，增加学位1485个；
惠济区拟提供 6705 个学位，比 2019
年增加1620个。③8

国务院常务会议 8 月 17 日召开，

会议决定推进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

教 师 资 格 改 革 ，由 院 校 考 核 教 学 能

力。允许教育类硕士及以上学历毕

业 生 、公 费 师 范 生 免 试 认 定 教 师 资

格。（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 栾姗）8 月 17 日，
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开展河南
省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试点城市培
育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今后将免费为合格家政从业人员发
放“居家上门服务证”。

近年来，我省家政服务业连续保
持了 20%以上的年增长率，吸纳了超
200万从业人员，形成了不可小视的
经济新动能。

《通知》围绕“提质”和“扩容”两个
关键词，将选择5个省辖市作为试点，
推出一系列实实在在、有含金量的政
策举措。“提质”方面，在教育培训、财
税金融、员工制家政企业和品牌培育、
家政进社区、信用和标准化建设、员工
体检、社保补贴和商业保险发展、家政
扶贫等方面制定实施一批创新性政
策。“扩容”方面，依托社区综合便民服
务设施、社区商业服务综合体等发展
嵌入式家政服务网点，统一标准和标
识，打造一批社区家庭服务示范项目。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试点城市要统一为每一位合格的家
政从业人员免费发放“居家上门服务
证”，并在公共信息平台上实施诚信
监管，按规定向社会公众提供家政企
业、从业人员等的身份认证、信誉核
查、健康信息等。③6

家政行业提质扩容
将免费发放“居家上门服务证”

本周还有一波强降水

今年郑州启用新建
改扩建学校 35 所

省直184家事业单位
招聘1324人

不卖房间卖空间
民宿悄悄在升级

▲近几日，汝阳县受气流影响多次出现云海景观，美丽的云海景观与岘山、登
山、大虎岭等交相辉映，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⑨6 高山岳 李景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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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恒

文明，是城市进步的标志，是城
市发展的灵魂。

龙都濮阳，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如火如荼，广大市民和企事业单位
无不踊跃参与。在全市上下迎“大
考”之际，喜讯传来，濮阳市统计局
微信公众号名列六七月份全国统计
系统影响力省辖市第一名，受到国
家、省相关部门表扬，为濮阳的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再立新功。

翻开濮阳市统计局微信公众号
“濮阳统计微讯”，文明创建活动与

人口普查宣传“交相辉映”。难能可
贵的是，该局文明创建活动不但丰
富多彩，而且能够将“小鸡蛋大爱
心”、“绿色低碳骑行”、统计“七仙
女”、服务“龙都爱心粥屋”等做成系
列、打出品牌，在单位内外形成持续
的感召效应，营造了浓厚的文明创
建氛围。

5 月 28 日，濮阳市统计局志愿
者来到“益点爱”志愿服务站，送上
空调、夏凉被、洗漱用品及口罩、酒
精、84消毒液等物资，启动“一个小
鸡蛋，一份大爱心”公益项目，确保
22 名孤困儿童每天能吃上一个鸡

蛋。截至目前，他们已为孩子们提
供鸡蛋 1400多个，以这种简单而质
朴的形式、润物无声的方式、水滴石
穿的精神，持续开展爱心志愿活动，
营造关爱孤儿、奉献爱心的文明风
尚。

7月29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电视电话会议
时，插播濮阳市统计局开展“宣传人
口普查，绿色低碳出行”骑行活动画
面。疫情缓解以来，濮阳市统计局创
新文明创建模式，组织职工利用周末
和节假日列队骑行，在自行车上悬挂
印有人口普查和低碳出行的宣传彩

旗，途经公园、小区、集贸市场等人流
密集场所，宣传人口普查知识和绿色
低碳生活理念，累计骑行 1000余人
次，散发宣传单2万多份。

打开抖音或微信朋友圈，很多人
会刷到濮阳“七仙女”的视频。濮阳
市统计局融合“七仙女”的传说与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统计“七仙女”
的方式，陆续发布《“七仙女”说人口
普查》系列作品。开通抖音号“濮阳
人普”，打造一系列精品视频，其中
《七仙女带你畅游魅力龙都》在学习
强国平台展播，作品内容简单易懂，
方式轻松幽默，深受广大市民尤其是

青年朋友的喜爱。
众所周知，“龙都爱心粥屋”是

濮阳志愿活动的一个亮点，但鲜为
人知的是，濮阳市统计局的志愿者
们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坚持每周来
粥屋开展一次志愿服务，风雨无
阻。他们常常带着家人参加活动，
捐款捐物，去年以来，累计服务 400
余人次，捐赠款物 2万多元，示范带
动 10 多 家 单 位 加 入 志 愿 服 务 行
列。疫情缓解后，15名志愿者来到
粥屋进行义务清扫，志愿者不怕脏、
不怕累，对粥屋内外的卫生死角、桌
椅板凳、杂物用具进行全面清扫，为

环卫工人和孤寡老人提供安全健康
的就餐环境。

文明始于心，创建笃于行。
管仲有言：“不明于计数，而欲

举大事，犹无舟楫而经于水，险也。”
濮阳市统计局传承古老统计智慧，
运用现代统计方法与技术，以“统计
是静止的历史，历史是流动的统计”
的理念，将文明创建与统计业务相
融合，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
务实的作风，催开统计文明之花，全
力服务濮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用心血与汗水，用智慧与力量，再创
佳绩、再谱壮丽篇章。

文明故事讲得好 创建品牌叫得响
濮阳市统计局微信公众号全国统计系统影响力夺冠

教育

服务

◀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白龙
庙村的民宿小院。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