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孙琦英）7月 21日，记者从河南
省人社厅获悉，截至 7 月 20 日，我省
12333热线已累计受理全省医疗保险类
问题102470条，省级受理9351条。加速
实现了群众少跑腿、信息多跑路，“指尖”
变“窗口”的服务宗旨。

据悉，自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以
来，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城镇职
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
职责逐步划归医疗保障局。在机构改
革期间如何解读好最新的医疗保险政

策？如何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医
疗保险政策和业务办理咨询服务需
求？如何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
办”？为此，12333咨询热线应时、顺势
而为，成为人社系统统一对外咨询服务
窗口。

12333咨询热线是省人社厅电子政
务中心和省医保局办公室部门高效便捷
互联互动的成果。两部门成立的工作小
组，共同梳理常见问题知识点，解读最新
医疗保险政策，将医疗保险问题层层分
解，理清工作机制和流程。12333热线负

责宣讲医疗保险政策及经办流程，解答
群众咨询，受理群众投诉。

如一咨询者来电反映本人发生意外
事故，经公安部门划分责任由咨询者和
第三责任人共同承担，询问：个人承担部
分医保能否报销？答复：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
当事人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发生人身伤
害而产生的医疗费用，经公安部门划分
责任后，当事人责任承担部分由医疗基
金报销；第三责任人承担部分由第三人
个人承担，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本报讯 昨日上午，郑州发放首批100
辆新能源出租汽车补贴，每个出租车车主
补贴3万元。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已有300
多台出租汽车更新为新能源出租汽车，其余
补贴也将陆续分批发放。按照计划，今年底
前，我市将有3000多台出租车更新完毕。

为加快推进郑州市新能源出租汽车
推广使用，构建绿色发展交通体系，2019
年 8月 8日市政府印发了《郑州市新能源
出租汽车推广使用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从 2019年 10月 1日起，我市新增网约车
和更新巡游出租汽车使用新能源汽车。

奖补时间有调整。据介绍，经市政府
研究同意，《方案》中涉及巡游出租汽车逐
年退坡政府奖补政策等工作时间节点整
体向后顺延一年，调整为：2020年12月31
日（含）前提前更新的每台车奖补 3万元，
2021年 6月 30日（含）前提前更新的每台
车奖补1.5万元，2021年12月31日（含）前
提前更新的每台车奖补 1万元，2022年 1
月1日（含）之后停止奖补。

目前，我市已有 300多台出租汽车更
新为新能源出租汽车，行业管理部门正逐
步对市区更新新能源车辆经营者申请材
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要求的经营者按批
次发放奖补资金。

为进一步加快郑州市新能源出租
汽车的推广应用，市发改委、工信局、
税务局等多部门也纷纷行动起来，
逐步形成布局合理、便捷高效、
覆盖全市的电动汽车充电网
络，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坚
实能源保障；对接本地新能源
汽车生产企业——上汽乘用
车、东风日产、海马汽车、小鹏
汽车等企业，在销售车辆时，
最大程度让利于民，以优惠的
价格为广大出租车主提供优质
的产品；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城
市公共交通等领域推广应用，将新能
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延续
至2022年底。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倩 文/图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昨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针对
2020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汉堡
王”食品安全问题，我省第一时间做
出安排部署，要求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对所有“汉堡王”门店及类似餐饮服
务单位开展全面监督检查，及时消除风
险隐患。

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
于 7月 17日对辖区内“汉堡王”等门店
开展全覆盖、全要素监督检查，重点检

查了是否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制度，
是否存在使用过期食品以及食品原材
料加工制作食品、食品及食品原料储存
不符合要求、篡改食品标签等违法违规
行为。

经查，全省共有“汉堡王”门店 21
户，未发现使用过期食品以及食品原材
料加工制作食品、食品及食品原料储存
不符合要求、篡改食品标签等违法违规
行为，有 3户发现其他食品安全问题隐
患，均已责令改正。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省局要求，扩大排查范围，截至 7月
19日，累计排查 761户类似餐饮服务单
位，有 11户存在食品安全问题隐患，其
中 1户依法立案调查，其余 10户已责令
改正。

下一步，河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将举
一反三，加大工作力度，结合 2020年全
省夏季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行动，彻底排查隐患，全面整改提
升，常态化抓好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6月郑州商品房销售
均价每平方米11554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曹婷）昨
日记者从郑州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
局了解到，最新统计信息显示：今年 6
月，郑州全市商品房销售23755套（间），
销售面积252.85万平方米，销售均价每
平方米11554元。

其中，商品住宅销售18793套，销售
面积 217.3万平方米，销售均价每平方
米 11672元。非住宅销售 4962套（间）,
非住宅销售面积 35.55万平方米，非住
宅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0827元。

同时，6月郑州全市二手房共成交
7222套（间），成交面积74.89万平方米，
成交均价每平方米 10419元；其中住宅
二手房共成交 7009套，成交面积 69.65
万平方米，成交均价每平方米10440元。

此外信息还显示，在主城区的各
区：6月全市商品住房销售均价最高的
是郑东新区，每平方米19840元；最低的
是二七区，每平方米12414元。

上半年我市查办各类
价格违法案件200余件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通
讯员 宋德军）昨日，记者从市物价检查
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市累计出动检
查人员 2万余人次，快速查办各类价格
违法案件 200余件，并及时处置大商超
市“大白菜”舆情、猪肉价格较大波动舆
情等各类突发事件，成功阻止各类价格
热点舆情56次，切实保障了市场价格稳
定有序。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物价检查所迅速投身疫
情防控,累计出动检查人员2万余人次，
召开价格政策提醒告诫会16场次，发放
各类价格政策提醒函 1万余份，发放维
护市场秩序通告书 3万余份，监测商品
96种涉及价格信息上万余条，及时处置
12315投诉举报件中90%以上的价格类
案件，成功阻止了各类价格热点舆情56
次，快速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 200余
件，用实际行动维持了疫情期间的价格
稳定。

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
业链价格监控，印制发放《关于疫情防
控期间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提醒告诫
书》5000余份，对用电量较大的 1000
余家转供电主体进行政策提醒，全力做
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全面规范提升市区农贸市场明码
标价工作，印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规范农贸市场明码标价工作的
通知》并设计制定了农贸市场明码标价
有关规范。

每人奖补3万
郑州首批100辆新能源出租汽车补贴发放

实现了群众少跑腿、信息多跑路

我省“12333”一键“跑路”
已受理医疗保障10万余条

我省全面排查“汉堡王”等餐饮服务单位
未发现使用过期食品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挂牌时间 ：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
一、登政出〔2020〕22 号（网）宗地位

于登封市孝贤路与翠秀路交叉口东北角，使
用权面积为 58140.79㎡（87.21 亩）。成
交价 4186.08 万元，竞得人为登封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登政出〔2020〕23 号（网）宗地位
于登封市少林大道与谷路街交叉口东南角，
使用权面积为 38535.24㎡ （57.8 亩）。
成交价 16762 万元，竞得人为河南郑地置
业有限公司。

现特向社会公示。
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 年 7 月 22 日

经济NEWS2020年7月22日 星期三
统筹：胡田野 美编：张妍 校对：一广A12

新华社电 针对今年减免企业养老
保险费力度空前的情况，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 21
日说，减免社保费不会影响确保养老
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减免政策事先经
过了反复研究、缜密评估和精确测算，
是以必须确保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为

前提的”。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年第

二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上，聂明隽说，得
益于经济多年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养老
保险基金积累了比较可观的“家底”，去
年底累计结余达 5万亿元。今年实施减
免政策后，预计会有较多的省份出现当

期收不抵支，但绝大部分省份能通过动
用历年结余确保发放。

据介绍，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
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 9.76亿
人、2.08亿人、2.56亿人。上半年，三项社
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2.35万亿元，总支出
2.68万亿元。

人社部：减免社保费不会影响确保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