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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 博） 3月27日，郑州海关所属商丘海关
举行揭牌仪式，郑州海关政治部主任彭海雄、副市长牛亚东
共同为商丘海关揭牌。

按照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
伍划入海关总署。商丘海关由原来的关检办事处升格为隶属
海关，是机构改革后我省第一批揭牌的隶属海关之一。经过
前期充分准备，目前已实现关检业务的全面融合，以后商丘
海关将以新海关、新职责、新格局全面开展海关业务，职能
更加优化、业务更加宽广、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
进一步为广大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更好地促进
商丘市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2018年，我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20.2亿元，商丘保税
物流中心监管进出境货物超过 10亿元，检验检疫进出口货物
2906批次。商丘海关辖区内备案企业980余家，进出口业务以
五金量具、棉花、箱包、竹木制品、柜式冷冻箱、牛羊皮、
肠衣等为主，澳大利亚、印度、欧盟、美国等为主要贸易伙
伴，今年1至2月实现进出口总值3.4亿元，同比增长3.7%。

据悉，为进一步支持我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揭牌仪式
前，郑州海关、商丘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从支持
地方申建海关特殊监管区、保障海关监管执法等 10个方面深
化合作。

商丘海关正式揭牌

按照《商丘市空气质量指标日考核奖惩暂行办
法》（商环攻办〔2018〕 94号）和《商丘市空气质量
指数预警管理暂行办法》（商环攻办 〔2018〕 99 号）
规定，对三区空气质量情况实施每日考核，3 月 25

日、26日考核结果已核算完毕，予以公布。

商丘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3月27日

关于三区空气质量考核支偿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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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9年 4月 15日 10时至
2019年4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item.
taobao.com/sf_item/590256490031.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18.3ea33662RTTXhB 户名：永城市
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永城市西城区三台阁路路北印象西城
小区一号楼副楼自南向北第一、二、三临街门面三间及南
楼七层东户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
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夏法官 联系电话：13700701515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9年3月27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3月25日三区空气质量指标日考核支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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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三区空气质量指标日考核支偿情况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我市空气质量现已持续良好，经综合会商研判，符

合《商丘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解除预警的规定。经
批准，自2019年3月27日8时起，解除重污染天气黄色预
警（Ⅲ级）应急响应。

请各单位做好预警解除的相关工作，指导有关企业
在确保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复工复产，在此期间，若市政
府或市环境攻坚办发布更严格的管控措施，则执行更严
格的管控措施。各单位要将本轮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开
展和企业措施落实情况、应对效果等进行总结评估，并
于5日内报至市攻坚办。

联系电话：3793358
电子邮箱：sqshjyjzx@163.com

商丘市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3月27日

关于解除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Ⅲ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本报讯（记者 张 铨）当前是抓好麦
田管理，实现稳产增产的关键时期。3月
27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全市
各地春季麦田管理有序开展，整体苗情明
显向好转化升级。对于本月末气温下降，
有可能发生的“倒春寒”天气，农业专家
提醒农民朋友，做好防护措施降低“倒春
寒”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随着气温逐步回升，我市小麦陆续进
入返青、起身、拔节阶段。目前全市755.9
万亩小麦返青期苗情明显好于去年，达到
常年同期较好水平。从整体长势看，一、
二、三类苗比例为7:2:1，一、二类苗所占
比例为 90.6%，较冬前提高 0.6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提高 1.4个百分点，较常年同
期提高 0.3个百分点。去年麦播以来，我
市小麦生产总体较为顺利，其中，粮食生
产结构不断优化，优质专用小麦发展到

130 万亩。现阶段是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力争成大穗多成穗，打好丰收基础的重要
时期，全市各级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
导群众落实麦田管理关键技术，迅速掀起
春季麦田管理工作高潮。

自立春以来，全市中耕面积 289.4 万
亩次，追肥 596.6万亩次，开展病虫害防
治519万亩次，化学除草511.4万亩次，浇
水面积 135.6万亩次。市、县（区）、乡镇
入户指导 1.92万户，直接培训农民 2.31万
人次，发放技术资料50万份。

据省气象台预报，受一股较强冷空气
的影响，3月29日到30日，全省有4—5级
偏北风，气温下降6—8摄氏度。3月31日
和 4月 1日凌晨全省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
至 4摄氏度以下，北部、西部山区 1—3摄
氏度，局部零摄氏度左右。气温较大幅度
的下降，有出现“倒春寒”的风险，易发
生晚霜冻害。农业专家建议，大棚蔬菜种
植户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对大棚进
行保温处理，以免蔬菜冻伤。同时要抓住
小麦拔节这个关键阶段，墒情较差的麦田
要浇水补墒，减小地面温度变幅，预防低
温灾害，做好病虫害防治，促进小麦分
蘖，为夏粮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我市扎实有序推进春季麦田管理
整体苗情明显向好转化升级，农业专家提醒谨防“倒春寒”

一个学习活动心得，写两页半
不过关，凑足三页才算“深刻”。
这多出的半页纸非但与“深刻”相
去甚远，反显出形式主义的荒唐，
更表明中央发专文为基层减负的必
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
手中小小的笔记本成为如山重负。
凡有活动必有“专属”笔记，凡是
笔记必要“严格”检查。一些乡镇
干部手头甚至备着十多个笔记本，
专本专用，应付不同检查事项。在
农村，一些年纪大的党员眼花手
慢，为了凑够整个支部的笔记本数
量，只能让年轻党员挑灯夜战换着
字迹多抄几本。而所谓“严格”检
查，无非就是看字迹、数页数，走
过场。一名干部反映，写了两页半

的学习心得被批评不够“深刻”，
得再“划拉”半页才能过关。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不断增
强干部的学习本领是事业发展的要
求，营造干部学习环境的努力确实
应该提倡。但如果仅仅“为活动而
学习”“为检查而记笔记”，就是我
们在各类学习中反复批评的形式主
义了。检查乡村“生态宜居”，不
在村里转，却一头钻进办公室查乡
村振兴学习笔记；同一个文件，
省、市、县各传达一遍，基层干部
就得连抄三遍；有的地方，笔记好
坏甚至影响干部考核升迁。笔记越
来越厚，干的事却越来越少。

形式主义歪风的根子在错误的
政绩观，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
百姓实干，这样的工作越努力越勤

奋，与我们奋斗的目标就南辕北
辙。当前，实现高质量发展、打好
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各项任务艰巨繁重，需要的是撸起
袖子、扑下身子去奋斗；需要的是
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半页纸的“深刻”远不如迈入
群众的门槛儿、坐上老乡的炕头
儿、聊进百姓的心坎儿。基层检查
要多往群众中间跑，听口碑而不是
查笔记，让跑腿干活的脱颖而出，
为干部创造实干环境。

多写半页显“深刻”不如炕头去坐坐
□ 王井怀

3月27日，梁园区刘口镇当店王村村民在田间给小麦喷灌浇水，抗旱保苗，确保小
麦丰收。 本报记者 刘 忠 摄

3月27日，园林工人们在商都大道绿化带内补栽绿植。入春以
来，市园林绿化中心抢抓春季补植的大好时机，对城区道路上的苗
木死株和缺株进行清除和补植，全面清除绿化带缺株断档、黄土裸
露现象，进一步提升道路景观效果，提高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补植增绿
提升景观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27日从应
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应急管理部门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危化
品、煤矿、非煤矿山、消防四个行业领域专项执法检查，深
入组织“专家指导服务团”和“安全执法服务团”，帮助基层
弥补专业监管能力不足问题。

在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召开
的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上，国务院安委会副主
任、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通报了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
限公司“3 · 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情况，就当前安全生产重
点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危化品安全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督促市县监管机构对查出的风险隐患
盯住不放，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查“差、乱、小”企业，督
促所有危化企业对各个环节的岗位责任、管理流程、操作规
程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整改。各级政府有关监管部门要建立
网上举报平台，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各地区要研究制定化工
园区进园条件，严格风险评估和安全准入，决不能使化工园
区成为重大隐患的集中区、事故的多发区。要推广运用大数
据、物联网等科技手段，加强从业人员、危化品全流程实时
监控。有关主管部门要立即开展固体危险废物安全专项治
理，严厉打击非法存储、超量存储等违法行为。

会议要求，要对煤矿、非煤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建
筑施工及其他相关领域开展针对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
安全执法力度。要推动《危化品安全法》尽早出台，新修订
的《安全生产法》争取年内出台，完善落实安全生产“黑名
单”制度，倒逼企业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内在积极性、
主动性。

应急管理部门将开展危化品、煤矿、
非煤矿山、消防行业领域专项执法检查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27
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额 7080.1亿元，同比下降 14%。经测算，剔除春节因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持平略降。

统计显示，1至2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0个行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1个行业持平，20个行业减少。

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7080.1亿元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齐中熙 叶昊鸣） 26日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为落实从5月1日起各地可将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原规定的20%降至16%作出部署。

为此会议决定，一是核定调低社保缴费基数。各地由过
去依据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改为以本省城镇
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核定缴费基数上下限，使缴费基数降低。个体工商户和
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本省平均工资 60%至 300%之间自愿选择缴
费基数。

二是将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再延长一
年，至2020年4月底。其中，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
数在 18至 23个月的统筹地区可将现行费率再下调 20%，可支
付月数在24个月以上的可下调50%。

会议强调，各地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
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确保职工社
保待遇不受影响、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卢爱红表示，2018
年我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大力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参加工伤保险工作。截至 2018年
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
1.96亿人、2.39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

国务院出台系列配套措施落实部署
各地从5月1日起降低社保费率

据新华社郑州3月27日电（记者 王烁）记者日前从河南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2019年下半年河南省
将实现全省的高血压防治项目全覆盖，无论是药品费用还是
医师指导，患者都将获得巨大利好。

近年来，河南省先后建立了省、市、县三级高血压防治
中心，逐步健全防治网络。河南省 2018年率先实施HEARTS
高血压防治项目，在105个县（区）推广。

HEARTS高血压防治项目中国秘书处通过与全国的相关
药企进行谈判，最终确定项目药物马尼地平买 1赠 3，替米沙
坦和吲达帕胺买 1赠 1。同时，河南省要求严格规范药品网上
采购和配送工作，执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根据医保政策予以
报销。

河南高血压药品实施零差率销售

（上接1版）持续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累计新增和改善
灌溉面积50万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5万亩，改善除涝面积
30万亩，新增和改善旱涝保收田面积 18万亩。新建和改造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66处，受益群众51万人，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已覆盖我市全部村庄和农村人口，集中供水率和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10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给我们基层干部指明了
做好农村工作的脉络和思路。”睢阳区勒马乡尤庄村村党支部
书记周长江说，“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做好乡村振兴和‘三农’工作，补齐农村基础
设施短板，不断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睢县周堂镇乔寨村第一书记齐素静说：“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指出，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今年，我们
将持续巩固好脱贫攻坚的成效成果，并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无缝衔接，通过提升农村公共基础服务能力，为乡村振兴
的全面开展提供强力支撑。”

今年，我市将全面实施好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
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实施县乡公路改
建、建制村通畅、通村公路完善、安全生命防护、桥涵配套
及危桥改造等工程。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推进
城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饮水卫
生合格率，确保农村户户都吃上“放心水”。推进新一轮农村
电网改造升级，提高电力保障水平。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推动信息技术在农村生活、农业生产等领域的应用，鼓
励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弥
合城乡数字鸿沟，坚持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益农社”建设
运营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将其打造成

“互联网+”农村落地的示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