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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是热了点，但看着城市
环境和秩序越来越好，心
里甭提多高兴了。

按照规划，我
省将在 12 月
底前拆除 30
个省界收费站

30
个

●● ●● ●●

政策

问1

“小区居民以后可以领取‘垃圾分类费’了吗？”“大件家

具是否只能收进分拣中心呢？”“我们用不着的衣服还能投

进慈善捐赠箱吗？”7月22日，本报刊发《郑州给垃圾分类立

规矩》后，引发读者高度关注与热议。为此，记者请郑州市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进一

步解读郑州垃圾分类“新规”。

《郑州市2019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提到，按照居民生活垃
圾分类户均 20—25元/月的标准进行补贴。为此不少市民询问，这是否
意味着只要进行垃圾分类，市民就可按户领取补贴了呢？

“补贴费用的发放是为加快郑州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同时也是
借鉴上海、深圳、厦门等外地市的经验。”该负责人解释，补贴费用的目的
相同，但在各地的使用途径不同，比如上海是发放至街道办，大部分补贴
给志愿者，深圳、厦门则发放给第三方运营企业，用于购买设施设备提高
社区垃圾分类效率和覆盖比例。郑州借鉴的是深圳、厦门的做法，发放
给第三方运营企业，并对其进行监督、考核。

按户补贴是直接发放给市民吗？

□本报记者 何可 王延辉

烈日炎炎，酷热难耐。连日高温，
郑州这座被称为“绿城”的城市也在经
受“烤”验。

7月 22日，郑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
橙色预警，当天最高气温将升至 37℃
以上，“中伏”第一天就开始发威。

阳光很烈，他们很美。烈日下，遍
布城市每个角落的劳动者仍坚守在一
线工作，定格出这个夏天一幅幅感人的
画面。

当天上午 9时，记者来到江山路与
大河路附近由中铁七局郑州公司承建的
四环线涉铁项目，大河路上跨郑焦城铁、
京广铁路等五股铁路线节点桥梁采用预
应力混凝土梁转体施工，转体桥梁重达
3万吨，是目前全球排名第三的转体项
目。工地上，一天就有五六百人在干活。

30多岁的开封人郭二帅在工地上
干了快小半年了，手头忙着做钢绞线预
应力张拉。“天一热，工人们都要避开高
温时段作业，工地上设有医务室，配有
防暑降温饮品和药。看今天这天气，下
午估计出工会晚点了。”他微微一笑，黝
黑的脸上露出一排白牙。

上午 10时许，由河南五建集团承
建的南四环标段五工区，近300人正在
作业，施工人员对讲机里传来安全经理
的声音，通知大家下桥休息。工人们陆
续离开施工岗位，进行避暑。

“我们有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在收
到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后，第一时间发出
通知，对高温天的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安
排，避免高温时段户外作业。”河南五建
南四环项目副指挥长孙宝珊说。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为确保一线员
工的权益，省五建除了发放高温补贴
外，还为高温下奋战在一线的工人发放
饮料、菊花茶、西瓜、仁丹、藿香正气水
等，预防工人中暑。

在地铁14号线中原路施工现场，记
者走进工地值班室，这里有空调、床铺，
一线工人可以在此接水、纳凉、休息。

“在地面上的施工人员基本都有中
暑症状发生过，但为了工期，他们一直
坚守岗位。”值班人员崔先生告诉记者，
工作现场连续不断供给茶叶水、绿豆
汤、饮用水、降暑药品，保障工人身体健
康。

13 时许，热浪更是一阵阵席卷而
来。走进郑州奥体中心主场馆，到处都
是安装舞美灯光、网幕、音响、威亚设备

的工人。清晨的一场雨后，火辣辣的太
阳 登 场 ，上 晒 下 蒸 ，地 表 温 度 超 过
40℃，在体育场内感觉犹如“蒸桑拿”。

在体育场高耸的棚顶上，几名工人
正在紧张地进行施工。一名负责舞美
灯光的设计师告诉记者，为了防暑，主
场馆灯光安装工作通常会根据阴凉处
来合理安排施工区域，避免直接在太阳
下工作，在保护好施工人员身体健康的
同时保证工程进度。

38岁的洛阳安装工陈汉德站在体
育场中央，将塑料幕帘一条条固定在网
幕横杆上，额头上、脸上冒出了豆大的
汗珠，长袖线衣布满汗碱。

“干了 20多天了，干活时衣服就没
干过，但大家慢慢都习惯了，能为全国
民族运动会举办尽点力，感觉很骄傲和
自豪。”陈汉德说。

忙活了一上午，中午时，负责龙湖外
环西路一段500米长道路清洁的环卫工
陈师傅躺在北三环立交桥下休息，一阵

“穿堂风”吹过，他顿感暑意消了不少。
“高温天气每天有10块钱的津贴，市

政上还提供冰糖、仁丹、藿香正气水、风油
精、茶叶、饮料等防暑降温用品。”老陈笑
着说，“热是热了点，但看着城市环境和秩
序越来越好，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劳动创造美好。烈日炎炎，一线劳
动者的坚守和付出，正改变和
塑造着这座城市，让人们“遇
见”更好的郑州、
更美的生活。

致敬，高温下
的坚守！③6

□本报记者 王延辉

城市因劳动者而美好。但高
温下劳动者的权益又将如何得到
保护呢？7月 22日，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根据2012年国家制定的《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在高温天气下
保护劳动者权益，用人单位主要需
做两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劳动安全
保护；二是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
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
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按时
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目前高温津贴没有国家统一标
准，河南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
日10元。此外，劳动者因高温作业

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
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高温津贴不算多，但这是对劳
动者的关怀。在郑州，这几年高温
津贴基本上能够落实，接到的投诉
并不多。”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处长朱永军
说，劳动保障热线电话 12333常年
接受群众举报，用人单位不按照规
定发放高温津贴且逾期不整改的最
高可以罚款2万元。

“每年七八月份，我们的劳动监
察员和协管员都会深入企业和工地
等，一方面督察高温津贴是否足额
发放，另一方面宣传并督促高温作
业劳动保护政策和举措落到实处，
真正为高温作业撑起‘遮阳伞’。”朱
永军如是表示。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7 月 22
日，省气象台最新预报，适逢大暑，
未来10天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我省
大部地区仍将多高温闷热天气。受
高温少雨影响，我省豫北、豫东、豫
南等地旱情将进一步发展，需做好
抗旱工作。

根据预报，未来 10天，副热带
高压稳定控制黄淮地区，我省仍将
出现持续4—6天的高温闷热天气，
北 中 部 部 分 地 区 最 高 气 温 将 达
37℃—39℃。由于空气相对湿度较
大、气温高、昼夜温差小，体感闷热。

据气象监测数据显示，6月
7日以来，全省降水较常年同期
偏 少 51%，比 去 年 同 期 偏 少
43%，为近5年同期最少值。豫

北和中东部的大部、豫南和豫西南
的部分地区偏少五至九成，豫北的
鹤壁、安阳、濮阳均偏少八至九成。
其中浚县站降水量为 14.1毫米，较
常年同期（146.4毫米）偏少90%。

另 据 7 月 21 日 10 时 208 站
0—50cm 自动土壤水分监测资料
显示，目前豫北、豫东、豫南等地有
34%的测站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

此次高温闷热天气将是我省今
年入夏以来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
长、强度最大的高温天气过程，对人
们的生产、生活十分不利。高温期

间我省多对流天气，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
水、雷暴大风。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 19日 9
时，在商登高速 K162+732 处，随着
吊车将一个ETC门架稳稳放在两侧
立柱上，我省首个高速公路 ETC 门
架系统完成吊装，标志着我省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程正式进入建
设施工阶段。

据介绍，ETC门架系统是取消省
界收费站、实现电子不停车收费的重
要设施，具备通行车辆分段计费、流量
调查、视频监控、超速筛查等功能，实
现车辆快速不停车通过和精确计费。
按照国家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总
体部署，我省 ETC门架系统将于 11
月开始进入联调测试阶段，2020年 1
月 1日正式投入使用后，将全面实现
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

首个ETC门架系统吊装成功，标
志着我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
程全面进入现场施工阶段。按照规

划，我省高速公路将在今年10月底前
建成 1146 处 ETC 门架系统，改建
1954条ETC车道和ETC/MTC混合
车道，升级全省主干通信网和收费系
统，12月底前拆除30个省界收费站。

我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
程建设工作已经展开，接下来将以点
带面、倒排工期、强化举措、高效推进，
迅速掀起工程施工建设的高潮。此外，
我省ETC普及发行工作正在加快推
进，目前已安装ETC的车辆达522万
辆。从2020年 1月 1日起，除国务院
另有规定外，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
政策，都将依托ETC系统实现。③4

郑州生活垃圾分类方案热点答疑

补贴发给第三方
旧衣回收更透明
□本报记者 李林

问2

“为鼓励市民物尽其用，旧沙发、旧床垫等大件家具可通过二手市场再
交易，确为废弃不要的大件物品可收进分拣中心。”该负责人说，事实上，这些
物品进入分拣中心也会经过充分筛选，尽可能二次使用，不造成资源浪费。

“为鼓励市民不随意丢弃的行为，现在是政府出资上门回收，但最终
会回归至‘谁的垃圾谁负责’，由使用者自行送往指定处置场所。”该负责
人进一步解释。

不要的大件家具只能进分拣中心吗？

问3

“我们小区有一个慈善捐赠箱，这几年家中穿不着的衣服都投放到
了那里。实施新规后，这样的捐赠箱会取消吗？”市民韩女士说，小区的
不少邻居都有和她相同的疑问。

“关于废旧织物的回收，将会更加透明、安全。”该负责人解释，按照
新规，回收箱箱体应统一标识，外观包含分类类别、标志、投放指引、处理
流程、回收企业联系方式、监管电话、箱体编号等基本要素。回收企业必
须对废旧织物进行分拣、清洗、消毒等处理，将其中有价值的衣物，交由
民政部门进行捐赠，形成全过程可溯源、可监控。

不穿的衣物还能投进慈善捐赠箱吗？

问4

细心的读者留意到，新规要求在公共机构及相关企业开展强制分
类。这与普通市民有关吗？

“这里的公共机构包括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
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相关企业包括宾馆、饭店、
购物中心、超市、专业市场、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商铺、商用写字
楼等，所以当市民进入这些区域时，也应自觉配合垃圾分类投放，共同营
造良好公共环境。”该负责人说。③9

以后在公共机构里丢垃圾也要分类吗？

取消高速省界收费站工程正式施工

烈日下烈日下
““暑暑””你最酷你最酷

7月22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职工在郑焦城际铁路黄河大桥上进行检修作业。当天最高气温超37℃，汗水浸透了他们的防护服。⑨6 李中华 王博 摄

高温作业 撑起“遮阳伞”

高温闷热 还得忍十天天气

▶7月 21日,中铁十六局郑许市域
铁路施工现场，工人在高温下维护盾构
管片。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王慧

3个小时，两个会议，一场考试。
时间：7月 16日上午 8点半至 11

点半。地点：郑州经开区管委会 201
会议室。短短3个小时，经开区纪工委
连续举办了全区 2019 年第七次党风
廉政教育活动、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述责述廉会议，组织了全区纪检监
察系统人员考试。这正是经开区纪工
委多会合一力戒形式主义、扑下身子
大兴实干之风的平常一幕。

当天上午 8点半，全区 2019年第
七次党风廉政教育活动开始，全体参
会人员准时到场。12分钟时间，经开
区纪工委副书记魏凤林传达了中纪委
通报的 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和河南省纪委通报的 3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8点 42分，经开
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武斌直奔
主题，给大家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弘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警惕失德失
范。党员干部要严格规范自己的一言
一行,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
一个样、八小时内外一个样。”“我们要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坚定不移惩治腐
败，坚持不懈改进作风，持续深化标本
兼治，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
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努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区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8点 55分，第一个会议结束，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述责述廉会议开
始。经开区食药监局、祥云办事处、留
学人员创业园等单位的负责人依次述

责述廉，不讲空话套话，只说上半年干
得怎么样、下半年怎样好好干，“食药
监局通过面向社会公布廉政监督电
话、设立廉政举报箱、发放廉政监督意

见卡等方式，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截
至目前，全局无一例违反廉洁自律规
定的事件发生。”“留学人员创业园将
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办法和理念，梳
理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的好政策和措
施，继续优化外部环境，为企业提供良
好的创业软硬件条件，为经开区经济
发展作出贡献。”

“全区上下要坚持在常和长、严和
实、深和细上下功夫，锲而不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
正义之战。”各单位发言之后，武斌从

“增强责任担当，认真履职尽责”“强化
压力传导，狠抓责任落实”等方面有的
放矢地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9点 50分，第二个会议结束，10点
至11点半考试进行。

这一上午虽然过得很紧张，但是
务实高效，参会人员纷纷点赞：“会上
只讲有用的话、管用的话，原来得开两
天的会一上午可就开完了。”“多会合
一让我们少跑腿，可以腾出更多时间
和精力用在干实事上。”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
知》，明确提出将 2019年作为“基层减
负年”，并提出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
的会。越是少开会，越要开好会，将内
容相关联的会议合并起来一起开，统
一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经开区纪工委
着力提高会议实效。与此同时，经开
区纪工委还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下基
层调研，到现场解决问题，把现场办公
会开到基层去，兴起了阵阵实干清风。

郑州经开区纪工委

多会合一力戒形式主义 扑下身子大兴实干之风
7 月 16 日上

午，郑州经开区纪
工委连续举办了
全区 2019年第七
次党风廉政教育
活动、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述责
述廉会议，组织了
全区纪检监察系
统人员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