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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手续费下调超过20%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战波）

“我们的领导一下基层，就请电视台和新闻

中心的记者跟着，又是录像，又是照相，这

阵势不把老百姓吓跑才怪呢，老百姓咋会

给咱说掏心窝子的话呀！我建议咱们的

下访活动，不在电视台大篇幅报道，不给

乡镇增加负担，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到基层调研，县直

有关部门陪同人员不超过3人，镇（区）陪

同人员不超过2人，除工作需要外，原则上

不允许书记、镇长陪同。”这是日前孟津县

委常委会扩大会上，该县县委书记吉振华

的建议，此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

同。

该县为把中央、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增

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意识、民本意

识，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全县各级机关把作

风建设摆上突出位置，坚决压缩不必要的会

议，并从严控制会议的规模和时间。今年春

节取消了各种茶话会、座谈会、同乡会、团拜

会等60多场，把节省出来的开支用于给困

难群众“送温暖”。

同时，该县还大力减少文件，努力改进

文风。凡是可以当面商定或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等手段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再发文

件。凡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

报，一律不发。由部门发文或部门联合发文

能够解决问题的，不再以县委、县政府名义

发文等。

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的孟津县各级

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领导干部联点、县

直单位联村、职能委局联企、机关党员联户、

先进村联后进村、行业协会联产业基地”为

基本方式的“六联共建”活动，帮助贫困村、

后进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截至目前，该

县各联建单位（个人）为帮建村办好事、实事

5240件，提供致富信息2000多条，新上致

富项目200多个。

本报讯 （记者田明）完成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2600所、为6000

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配备图书和

教学仪器设备……2月25日，记者

从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

我省积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优质教育资源不断

向农村倾斜。

据悉，今年我省将继续实施农

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为

6000所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配备教

学仪器设备、图书或多媒体远程教

学设备，对300所城镇（含县镇）义

务教育学校进行扩容改造或对农

村寄宿制学校进行附属设施建

设。积极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加快农村中小学食

堂建设步伐。

同时，完成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2600所（其中公办幼儿园 1600

所），继续选择100所左右的职业

院校推广“公办民助”、“民办公助”、

“股份制办学”等模式，鼓励和引导

民间机构和资金投入职业教育。

此外，我省还要进一步完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加大资

助力度，落实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义务教育后升学考试工作的

实施意见，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就

学问题。

本报讯（记者杜君实习生程

芳芳）为从根本上加强对野生动

物的保护，2月25日，省林业厅下

发《关于切实加强春季候鸟等野

生动物保护和疫源疫病监测防控

工作的通知》，各地林业主管部门

将协调工商管理部门禁止餐馆饭

店悬挂“野味餐馆”、“野味店”等招

牌招揽顾客。

春季是野生鸟类高致病性禽

流感等重要疫病的高发时期，而

大批候鸟迁飞也为不法分子破坏

和捕杀野生鸟类等提供了可乘之

机。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及疫源

疫病监测防控，全省各级林业主

管部门将在候鸟等野生动物资源

主要分布区、迁飞通道、栖息地、集

群活动区等，安排专门力量开展

巡护、看守。

同时，各地野生动物保护、森

林公安还将会同工商、海关等部

门对花鸟市场、餐馆饭店、机场口

岸、旅游景区周边商店等野生动

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场所开展

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查处非法驯

养、猎捕、收购、出售、加工、运输、

携带候鸟等野生动物的行为。

本报讯（记者李旭兵）2月25

日，记者从省卫生厅获悉，今年，我

省将在全省范围内完成5000名县

乡两级医务人员的学历层次提升，

并适时出台符合河南实际的住院

医师及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指导

意见。

根据部署，今年，我省卫生科

教工作将继续认真抓好医改重大

专项卫生人员的培训工作；全面

完成“51111”工程在职人员学历

教育及县乡两级医务人员学历教

育，完成县乡两级医务人员大专

提高到本科层次学历教育3000

人、中专提高到大专层次学历教

育2000人，资助在职研究生60

名、本科生800名、专科生1000

名。

据悉，截至2012年底，我省

“51111”工程帮助全省县乡两级

医疗卫生机构的20451人实现了

学历层次的提高，令乡镇卫生院专

科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重由2010

年的26%提高到41%。

最近，本报接

到荥阳市崔庙镇政

府对南王庄陶粒砂厂生产扰民

一事的回复，回复称：贵报2012

年12月13日《陶粒砂厂夜间生

产噪音飞絮严重扰民》见报后，

镇领导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工业

办人员协同荥阳市环保局崔庙

环保所执法人员对所反映的问

题进行认真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该陶粒砂厂

位于崔庙镇南王庄村，占地约

0.5亩。经调查，该单位没有办

理环评审批手续，崔庙环保所执

法人员已于2012年10月9日对

该单位下达了限期改正违法行

为通知书，责令该厂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补办环评审批手续，该

单位逾期未按通知书要求内容

进行整改。

在2012年11月、12月，镇

工业办和崔庙环保所执法人员

多次对该厂进行突击检查，但该

企业均未生产。贵报报道后，我

们又同环保所执法人员到该企

业，责令该企业现场拆除了碳棒

炉铜带及用电设备。并责令该

企业立即停产整顿，要求该企业

在未办齐所有证照前不得从事

任何生产活动。为了确保该企

业真正停产到位，镇政府和崔庙

环保所决定24小时监控监管，

确保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

影响。

据新华社郑州2月25日电 记者从河

南省交警部门获悉，“史上最严交规”实施

后，交警部门更加看重交通路口避让原

则。“支路让干路，左转让右转”的旧法已经

废止，请司机朋友按照新的开车避让法则

行驶。

新的车辆避让法则如下：一、你和我，

先要按交通信号的指示通行；二、我直行，

你从右侧来，你先；三、我直行，你迎面而来

欲左转，我先；四、我右转，你迎面而来欲左

转，你先。

据交警部门解释，之所以制定这样的

交通避让规则，与人的视物习惯有关。一

般来讲，人们更容易观察和注意到右侧的

事物。如果不按以上避让法则行驶发生交

通事故，那么未避让方要承担交通事故的

主要或全部责任，除赔偿对方损失外，还有

可能被交警开出罚单。如果造成交通拥堵

者，未避让司机还将会被记罚3分。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农业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纠

风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供销总社等九部门25日启动

2013年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并动员各

地立即行动起来，深入开展农资打假专项

治理行动，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夺取全年

粮食和农业丰收保驾护航。

据介绍，这次专项行动将以种子种苗、

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水产

苗种、农机具等七类农资产品为重点，集中

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清理不具备资

质条件的生产经营主体，坚决取缔无证无

照生产经营单位；强化市场治理，重点整顿

规范农资批发市场、专业市场、集散地、运

销大户和乡村流动商贩；加强指导服务，重

点宣传农资法律法规，普及识假辨假常识，

引导农民群众理性购买、科学使用农资产

品。

本报讯（记者田明）2月25日，记者从

省招办获悉，按照我省异地高考报名具体方

案，2月27日9时至3月1日18时，继续接受

符合条件的考生参加2013年普通高考报

名。届时，非户籍地就业人员随迁子女以及

之前未参加信息采集的考生可报名。

据悉，符合条件的考生均可报名。而艺

术类、体育类等专业因专业考试时间关系，

不再接受报名。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报名，

均须提供考生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学业水

平考试准考证。在户籍地就读的考生，在户

籍所在的县(市、区)报名。在2012年12月

14日前参加过信息采集的学生不能参加这

次报名

从2013年起，凡父母一方在河南具有

合法稳定工作和住所，无社保年限门槛，随

迁子女具有当地正式学籍即可报考，并与当

地户籍考生享同等待遇。

在非户籍地就读、确需在就读地报考的

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经就读地的县(市、区)

招办核准其学业水平考试考籍，并由负责学

籍管理的教育行政部门出具中学学籍证明，

可在学籍所在地报名。外省籍考生，除上述

手续外，考生还需提供父母双方户口簿、身

份证及父母一方在当地就业的证明。非在

校就读的社会考生，在户口所在的县(市、区)

报名，不得异地报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胡耀华）

“这几天生意特别好，平均每天能净赚90

元。”2月24日上午，在鲁山县尧山镇上坪

村，该镇新庄村农民赵发财一边在农户家收

拾着“碎铜烂铁”，一边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春节期间，他收废品生意非常好。

今年60多岁的赵发财做了近10年的

收废品生意，他告诉记者，平时他每天收

废品的收入也就 50 到 70 元间，但在春

节期间，由于家家户户燃放烟花爆竹，加

之各种礼品盒子多，所以货源非常广。

“有时我们在收购破烂的同时也自己捡

破烂。”与赵发财做同样生意的尧山镇农民

胡汉军告诉记者，春节期间，一些农户家为

图省事将家中生活垃圾扔在路旁或沟渠

边。于是他们这些“破烂王”遇到就会悉数

捡起，从而增加了不少收入。

“这几天的收购量是往日的几倍。”谈起

春节期间收废品，鲁山县城一家废品收购

站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过年，

都要购买许多年货。春节过后，生活垃圾

就增多了，于是一些废品收购者从中看到

了商机，即使在过年期间也不愿休息。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刘露霞）2

月24日，记者从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

队了解到，根据对全省40个县（市、区）600

个农户的粮食生产成本调查结果显示，

2012年，夏粮亩均收益是秋粮收益的1.7

倍。

秋粮种植收益远高于秋粮。调查结果

显示，2012年，被调查农户种植夏粮亩均

生产成本是539.4元，种植秋粮的亩均生产

成本是470.4元，夏粮亩均投入比秋粮多

69元。从收益情况看，如果不计种粮补贴，

夏粮亩均收益是268元，秋粮平均为450

元，秋粮收益约为夏粮收益的1.7倍。

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认为，秋

粮收益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省秋粮丰产、

价格上升。此外是由于耕作和管理方式等

因素的不同，加之多数粮农从思想上由过

去的重夏粮轻秋粮已逐步向夏秋粮并重方

向转变。

孟津：改工作作风营造干事环境
300所城镇学校今年改造

餐馆禁挂“野味”招牌

今年我省再培训
5000名基层医务人员

荥阳市崔庙镇政府和环保所
24小时监控扰民陶粒砂厂

回音

“左转让右转”废止
开车避让有新规

农业部等九部门
启动农资打假专项行动

异地考生、漏报考生请注意

明日起继续接受高考报名

春节货源广 喜坏山村“破烂王”

我省秋粮亩均种植收益
是夏粮的1.7倍

▲2 月 25 日，是沁阳市实验小学新春开学

第一天。在当天举办的“书香校园”主题班会

上，全校同学以展示“读书卡”、推荐一本好书、

当堂朗诵好书等形式，汇报寒假学习成果，享受

阅读带来的快乐。 徐恒峰 李焦柳 摄

开学了

据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据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日前下发的通知，银行卡刷卡

手续费自2月25日起正式下调，费率总体

下调幅度超过20%，餐饮百货业下调幅度

较大，其中，餐饮业费率下调幅度超过

37.5%，百货业下调幅度超过22%。

据悉，随着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成

长和银行卡市场快速发展，银行卡应用日

益广泛，个别行业刷卡手续费的定价标准

显得不尽合理，进行优化调整被提上议事

日程。业内认为，此次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的下调，将有利于国家扩内需、促消费，有

利于减轻商户负担，进一步改善我国银行

卡受理环境。

据央行估算，若以2012年刷卡消费

额为基准进行测算，当餐饮业刷卡费率下

调37.5%，该行业可减少资金支出15亿

元；当百货业刷卡费率下调22%，该行业

可减少资金支出10亿元。

民声 热线：0371—65795789
信箱：ncbrx@126.com

新年新风新举措

［ ］乡村新鲜事

◀2 月 25 日，春季开学第一天，开封市中

小学走进校园，开始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图

为开封市理事厅街小学在开学典礼上举行升

国旗仪式。 凯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