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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企外企争相为员工缴住房公积金
今年 2 月的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中，各类非公企业占八成多
□记者 王磊
本报讯 郑州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提取、贷款手续便捷，吸引私企、外企争
相给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昨天，记者从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2 月份，私
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公企业占新开户单位的 82%。
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处有
关负责人说，
2016年2月，
郑州市级（不含
省直和行业系统，下同）归集住房公积金
6.79亿元，
较上月增加1.3亿元。2月单位
新开户104户。从2月新开户单位缴存结
构上看，
国家机关、
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
企业占新增缴存单位总数的18%，
私营企
业、
外资企业等非公企业占82%。
因为 2 月份有春节长假，郑州住房
公积金贷款发放量减少。2016 年 2 月，
郑州市级共为 1245 户职工发放个人住
房贷款 4.8 亿元，支持住房面积 11.98 万
平方米。

很多人关心，郑州住房公积金个贷
使用率如何？会不会影响老百姓正常提
取公积金、贷款？据介绍，2 月，郑州市
级住房公积金个贷使用率为 92.9%，较
上月下降 1.6 个百分点，其中：市本级个
贷 率 为 94% ；县（市）管 理 部 个 贷 率 为
91%。目前，郑州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
良好，
不影响老百姓提取、贷款。
据悉，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
定，只要与单位存在劳务关系，单位应当
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如果单位没有
为 职 工 缴 纳 公 积 金 ，职 工 可 以 拨 打
12329 维护自身权益。

开学后存在教育乱收费？
最近要严查
□记者 谭萍
本报讯 昨日，大河报记者获悉，郑
州市教育局将对全市公办学校 2016 年
春季开学教育收费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内容共 8 项，包括中小学补课
乱收费情况；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使用
情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情况；义务教
育阶段择校乱收费情况；幼儿园收费情
况；普通高中收费情况；收费票据管理使
用和执行收支两条线情况；其他违反教

育收费有关政策和规定的情况。
郑州市教育局也将成立检查组，对
局属各学校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组将通
过走访学生及其家长、核查有关账目、查
看相关资料等方法认真进行检查。对各
学校查出的问题，要限期全部整改到位；
对重点检查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要集
中进行立案查处。凡是教育乱收费案
件，一经查实，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给
予责任人党政纪处分，并对相关领导进
行责任追究。

精英设计师领衔、全套系名牌材料、金牌施工团队、
第三方监理服务

大河放心装样板间再增加10个
免费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图，100 平方米仅需 59500 元
报名热线：13526843136、18625599330
同样的项目和材料我价位低，同样的价位我项目多产品优，从设计、材
料到施工，样样都是超高性价比。大河放心装征集样板间的消息甫一见报，
热线电话就被打爆，20 个名额被一抢而空。大家都说，有《大河报》做后盾，
做装修更放心。应广大读者要求，样板间名额再增加 10 个。

18 个节地生态葬墓位
首次免费提供
符合条件人员 4 月 1 日前可报名申请
□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郑州市殡葬管理处昨日传来
惠民消息，为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推行节
地生态安葬，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更加关
注贫困群众的骨灰处理问题，郑州市殡葬
协会、二七区民政局、市殡葬管理处将共
同开展 2016 年免费节地生态葬活动，首
次免费为社会相关群体提供 18 个节地生
态葬墓位。
此次开展的免费节地生态葬活动中，
郑州市御泉森林陵园将设置公益安放区，
免费提供 9 套草坪式墓穴、9 套花坛葬式
墓穴，并免费负责骨灰安葬、后期维护管
理等相关工作，这在郑州市绿色殡葬发展
进程中尚属首次。
郑州市殡葬管理处副主任姚远表示，
民政部等 9 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推行节地
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鼓励家庭成员采
用合葬方式提高单个墓位使用率，积极推

广骨灰植树、植花、植草等生态葬式，倡导
骨灰撒海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此次
在 4 月 2 日集中举行免费安葬仪式，就是
希望通过这种免费节地生态葬的方式，进
一步减轻群众负担，促进和谐生态建设。
根据安排，节地生态葬活动免费对象
为拥有郑州市户籍的现役军人，军烈属，
因公牺牲的公职人员，残疾军人，因公致
残公职人员及因保护群众生命财产致残
的社会各界人士，城乡低保户、城市低收
入家庭、五保户等群体。
符合相关条件、又有意参与活动的市
民，即日起至 4 月 1 日，可以电话报名。经
过审核、确认后，将按照报名先后顺序，最
终确定 18 户参加全免费的节地生态葬丧
者家属。
郑州市殡葬管理处咨询电话：
67186465、67180321、67180322，双休日
正常接受咨询、报名，可在上午 8 点半至
下午 5 点半联系。

受地铁五号线施工影响
B1 路主线大学路外环站台将停用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为配合地铁五号线施工，自 3
月 31 日起，郑州快速公交 B1 路主线大学
路外环站台将暂停使用。
届时，B1 路主线、B21 路将新增航海

路大学路常规站位（路口东侧）。有换乘
需求的乘客请在老代庄站和孙八寨站进
行换乘。
郑州公交总公司提醒市民，关注站位
变化，如有疑问可拨打郑州公交客服热线
63881333 进行咨询。

《红楼梦》被搬上中学
“语文学科节”
□记者 余淼
本报讯 话剧《雷雨》中旧式大家庭的
恩怨情仇，还有四大名著《红楼梦》中林妹
妹进贾府宝黛初相见的经典一幕，全部被
演技堪称
“影帝”
的学生搬上了舞台。

昨日，为期三天的郑州七中“语文学
科节”落下帷幕，在网络快餐文化盛行的
当下，这群“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高中生，
在校团委和语文老师的组织下，将诗歌朗
诵、成语大赛、读书报告交流会、课本剧展
现在校园电视上。

省钱： 你装修，我定价，100 平方米仅需 59500 元
部采用德系标准环保材料，包括德国德高
防水、德国品赫思酷乳胶漆、可耐福石膏
板等。以 100 平方米为例，全部用上述材
料装下来，市场上的报价都在 10 万元左
右，
大河放心装定价只有 59500 元。
首期征集的样板间,房屋装修完，将
在一定时间内向其他有装修意向的业主
开放，为此《大河家居》将为这批样板间业
主发放装修补贴。

省心： 21 项主材全包，16 项不限量，没有增项
增项问题，历来是让消费者最头痛
的，本来是冲着便宜优惠去的，没想到施
工过程中增项不断，最终消费远超预算。
大河放心装承诺，
确保全程无增项。
21 项主材全包，16 项不限量。比如，

墙地砖、木地板、墙漆等不限面积，橱柜不
限米数，防水包死，确定功能的水电路改
造不增项，甚至很多套餐不含的灯饰都考
虑到了。

省力： 总经理负责制，第三方监理全程监督
本次征集的样板间，将邀请郑州知名
的装饰公司来负责装修，全部由装饰公司
总经理直接负责，首席设计师量身设计，
金牌施工团队施工。
《大河家居》全程关

注。此外，还将邀请郑州市家居装饰设计
商会装饰工程监理委员会（简称郑监委）
担任第三方监理机构，来监督工程进度和
质量，
帮助业主验收工程。

提醒：样板间征集条件：房子已经交付，未装修；房子位于郑州市区、洛阳市区、南阳市区
或周边县区，
楼盘不限；房屋建筑面积不低于 89 平方米。
网络报名方式：发送户型面积＋姓名电话到微信公众号：嘉道装饰 QQ:3171315185

郑州元亨物业公司诚聘 合立物业
项目经理：2 名

要求：50 岁以下，男女
不 限 ，有 较 强 的 沟 通 协 调 能 力 ，有 2 年 以 上
物业管理经验。
保洁班长：
4 名 要求：55 岁以下，身体
健康，踏实能干。
水电工工程：
数名 要求：持有相关资格证书。
（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待遇优厚）

招聘

大河放心装是 2016 年《大河家居》探
索媒体资源深度整合的全新尝试，旨在为
读者打造性价比更高的整装。大河放心
装的材料配置、工艺标准、配套服务、产品
定价，是《大河家居》基于十几年的行业观
察和资源整合，为大河报读者量身打造的
整装产品。
大河放心装所用材料均为一线品牌，
主材包括马可波罗瓷砖、箭牌卫浴、圣象
地板、意利宝橱柜、潜水艇地漏等，辅材全

真诚聘请

因公司规模扩大，
急聘如下人员：
1、
客服主管 2 名；
2、
绿化技师 2 名；
诚聘注册会计师五名、审计人员五名，
3、
物业维修工 10 名；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待遇从优。热
4、
智能化设备维修技师 1 名； 诚欢迎各位行业精英加盟！
5、
保洁工、
绿化工 20 名；
联系人：周洁

电话：13523091860 86086890 要求：年龄 55 岁以下，有 3 年以上同岗位
公司地址：中州大道郑汴路口建业置地广场 C 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电话：
0371-68766886
座 28 层（工作地点市区内就近安排）

河南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电话：0371-63876386 13523089188
邮箱：antai306zjb@126.com

诚聘 56岁以下离职内退人员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
咨询顾问 4 名，办公室工作，要

公开招聘视频监看辅助人员

求：女性，身体健康，擅长沟通，具有
一、警务辅助人员共 112 名，男女各 56 名（其中含技术维护人员 10 人）。
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营
二、郑州市（含郊县）户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0-30 周岁，男 1.70 米以上，女
销、保险和教育工作经验者优先录
1.60 米以上，同等条件下，中共党员和退役士兵优先。
取。待遇（3000 元左右）

电话：0371-86062881 88817031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即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28 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郑州市金水区经五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南 100 米路东（金水路分
局特巡大队办公楼）。
四、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本人有效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党员证明信（党组
织关系所在地出具）、退伍证（退役士兵提供）等原件、复印件（复印件各 1 份），
《郑州
市金水区公开招聘视频监看辅助人员报名表》
（见附件）一式 2 份，近期免冠一寸同底
版彩色照片 3 张（其中 2 张粘贴在报名表上，另 1 张制作笔试准考证使用）。
五、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的方式进行。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
六、根据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照1：1.5的比例确定参加体检人员。
七、对公示合格的人员，委托劳务派遣机构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八、工资待遇依据郑州市金水区协管员工资标准制定。

咨询电话：65968619 17803822075 联系人：程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