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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列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清单

市区柴油渣土车月底退出清运市场
谁污染、
谁付费 谁损害、
谁补偿
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实施方案》
《郑州
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试行)》和《郑州市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
金的使用意见》，明确移动源、燃煤源、工业源、扬尘源等治理重点任
务，实施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加大污染防治力度，推进全市大气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实习生 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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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出租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车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实施方案》
提出，要逐月分解 2020 年全市出租车更
换新能源车任务，年底前完成 3000 辆；其
余车辆制定更新计划，2022 年底前全部
更新完毕。
今年 10 月底前，市区柴油渣土车退
出渣土清运市场；燃气渣土车充分利用省
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出台技术规范和方
案，列出计划，明确时间表，加快推进更换
新能源工作。
重点区域 1 公里范围内自 10 月 1 日
起全部使用新能源环卫车辆；国三柴油
环卫车辆、未升级改造的国四柴油环卫
车辆 10 月底前全部调整至四环以外使
用，年底前国三柴油环卫车辆淘汰完毕，

其余柴油环卫车辆制订方案，明确时间
表；新购置环卫车辆原则上全部为新能源
车辆，优先在市场化作业单位推广使用新
能源车辆。
11 月 1 日起，四环以内大宗物料运输
重点用车企业，
禁止国四及以下柴油货车
运输物料。全市大宗物料运输的重点用
车企业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
禁止国四及
以下柴油货车运输物料。
年底前完成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
准中重型营运柴油货车 17121 辆；持续开
展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零点夜查联合
执法行动，持续开展黑渣土车联合执法行
动；加强建筑垃圾处置的管理，严格入市
电子通行证办理。

加快推进工业企业深度治理
工业源和燃煤源污染防治方面，10
月底前完成荥阳市坛山热力、新郑市白象
食品燃煤锅炉拆改；12 月底前完成郑州
高新区拓洋实业燃煤锅炉拆除；11 月 15
日前完成郑东热电关停，完成巩义市“双
替代”
任务。
按照禁煤区建设要求，推进散煤清
零，组织开展燃煤散烧治理专项检查行
动，
严防散煤复烧。
利用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开
展落后产能退出奖励工作，10 月底前完

成落后产能退出任务，
并进行资金拨付。
加快推进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工作，
力
争 10 月底前，水 泥、耐材企业全部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
所有钢铁企业全面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和验收。
扬尘源污染防治方面，
组织对市区内
工地使用柴油雾炮车、三轮车进行排查,
建立清单，并督促其进行电动化替代。10
月 15 日前，三环以内工地完成替代；11 月
15 日前，三环以外工地完成替代。对所
有出土工地，确保“三员”
在岗。

本月起实施环境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办法
依据“谁污染、谁付费,谁损害、
谁补偿”的原则，我市统筹考虑各开
发区、区县(市)空气质量和空气质量
同比改善情况，自 10 月 1 日起实施
《郑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
(试行)》。
当月 PM2.5 浓度高于考核基数
0～5 微克(含)的按每微克 10 万元实
施扣款；高于 5 微克以上的部分按每
微克 20 万元实施扣款。
当月 PM2.5 浓度同比改善率低
于考核基数 0～3.0 个百分点(含)的按
每百分点 15 万元实施扣款；超过 3.0
个百分点的部分按每百分点 35 万元
实施扣款。
当月 PM10 浓度高于考核基数
0～5 微克(含)的按每微克 5 万元实施
扣款；高于 5 微克以上的部分按每微
克 10 万元实施扣款。
当月 PM10 浓度同比改善率低于
考核基数 0～3.0 个百分点(含)的按每
百分点 10 万元实施扣款；超过 3.0 个
百分点的部分按每百分点 20 万元实
施扣款。

生态补偿资金
用到这些地方
为规范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资金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环境
效益和社会效益，依据相关财政资金
管理制度，我市还制定了《郑州市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意见》。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对下列
事项(新改扩建“三同时”项目除外)予
以支持，具体包括：购买大气污染防
治监测、监察仪器和装备，大气污染
防治智慧化建设；购买大气污染防治
相关第三方服务；建设大气污染防治
科技支撑项目；政府投资的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工程项目；与区域空气质量
改善相关的其他支出。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专项用
于大气环境治理支出，资金支持的项
目必须纳入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项
目库，未入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安排
资金支持。

利用
“套路贷”实施诈骗
首要分子获刑 20 年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通讯
员 付加才）记者昨日获悉，郑州市管城
区法院近日公开宣判两起涉恶犯罪案
件。其中一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的首要
分子被告人何某弟获刑 20 年，并处罚金
120 万元。
郑州市管城区法院近日对被告人
何某弟、黄某某等 30 人涉恶犯罪集团案
件进行公开宣判。该犯罪集团的首要分
子何某弟、
黄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
有期徒刑18年

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10万。其余28人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以下不等的刑
期，
并处相应罚金。
法院审理查明，2018 年 3 月以来，被
告人何某弟、黄某某为实施“套路贷”犯
罪活动，先后注册成立贵州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先后纠集、招聘黄
某新等 28 人为员工，利用微信群等网络
平台采取非法途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向
被害人拨打电话等方式实施诈骗。该集
团通过多个 APP 平台签订金额虚高的借

款协议，通过以贷还贷、结清再贷的方式
不断垒高债务，
骗取被害人钱款。在被害
人未偿还虚高借款的情况下，
该集团成员
采用电话轰炸、辱骂、恐吓等手段向被害
人或者其特定关系人索取债务，共骗取 2
万余名被害人钱款 40047154.92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何某弟、黄
某某等人的行为已分别构成诈骗罪、寻
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根据各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
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明日起
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郑州—杭州高铁
最快 4 小时 20 分
本 报 讯（郑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张 倩
通讯员 郑轩）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
10 月 11 日起，
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实行新的列车运
行图，
优化直通、
管内高铁列车开行方案。
此次管内调整列车运行图，与全国
铁路新的运行图同步实施。为服务省内
沿线城市至长三角地区旅客出行，
新的列
车运行图新增管内高铁列车G6604次洛阳
龙门—郑州东。变更直通旅客列车运行区
段4对。其中，
G3118/7次郑州东—杭州，
改为杭州东始发、
终到，
全程运行时间缩
短为 4 小时 20 分左右；G3116/3 次郑州
东 — 杭 州 东 ，延 长 至 洛 阳 龙 门 始 发 ；
G1870/1 次杭州—郑州东，延长至洛阳
龙门终到；G468/5、G466/7 次济南东—昆
明南，
运行区段缩短为济南东—贵阳北；
G3186/3、G3184/5 次兰州西—厦门北，
运行区段缩短为兰州西—南昌西。
同时，
该集团公司优化货运班列开行
方案，
其中，
中欧班列增开X8048次霍尔果
斯境—郑州北、
新丰镇、
新筑；
中亚班列增
开 X9030/29 次合肥东、乔司—霍尔果斯
境；
快速货运班列增开X298/5次乌西—江
村；
普快班列增开 80220 次桂林西—郑州
北，
为全国货运增量运输提供运力支持。

倡文明新风 促殡葬改革

我市第十三届公益
植树葬活动报名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记者昨日从郑州市殡葬事务中心获悉，
为延续树葬精神，
倡树文明新风，
促进殡
葬改革，郑州市第十三届公益植树葬活
动定于 10 月 24 日上午在河南福寿园开
展。凡自愿将亲人骨灰树葬的市民，可
于 10 月 23 日前持本人身份证到郑州市
殡葬事务中心报名。
树葬，是一种既节地又环保的绿色
殡葬方式。我市公益植树葬是由市民政
局 、市 文 明 办 、市 绿 化 办 等 多 部 门 于
2008 年共同发起，至 2019 年已持续举行
了 12 年。今年清明期间，因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
我市公益树葬活动暂缓举办。
目前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活动主办
方定于10月24日上午举行郑州市第十三
届公益植树葬活动。本次活动，
将统一采
取使用可降解骨灰盒将逝者骨灰安葬在
树下草坪中的方式，
让逝者归于自然。这
是不保留骨灰、
节地环保的生态安葬方式
之一，
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高尚之举。
需要提醒的是，24 日的公益植树葬
活动为首场，接下来还将根据报名家庭
情况，在每周六安排分批进行。凡有意
参加该公益活动的家庭，即日起至 10 月
23 日，可持报名人身份证，到市殡葬事
务中心登记报名。
市殡葬事务中心位于航海路与桐
柏路交叉口向东 300 米路北郑州市老
年公寓后楼二楼 217 房间。活动咨询
电 话 67186465、67180321、67180322、
67180323（双休日正常接受咨询、
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