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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家有高三学生的请注
意，10月28-10月31日，郑州
市将进行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
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

按照规定，郑州市具有普通
高中学籍的高三年级应届毕业
生均应参加体育与健康学业水
平考试。该项考试是学生取得
普通高中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
之一，且成绩记入学生档案。

据了解，2017年普通高中
应届毕业生体育与健康学业水
平考试项目为：长跑（男子1000
米、女子 800 米）、引体向上

（男）、仰卧起坐（女）、篮球运球
投篮。考试成绩达不到 50分
者，可参加一次补考。补考在第
一次考试结束后一周进行，补考
成绩仍达不到50分者按结业或
肄业处理。

因病（或残疾）不能参加体
育与健康考试的学生，由学校持
医疗单位证明和《免予执行体育
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申请表》，
在报名时统一办理申请免考手
续，经核准后方可免考（不再进
行病免检查）。因病不能参加考
试的学生，考试成绩按C等级计

算；因残疾不能参加考试的学
生，考试成绩按B等级计算。免
考生的全部材料要装入该学生
档案。因特殊情况暂不能参加
体育与健康考试的学生，可申
请缓试，缓试和补考一起进行。

凡在河南省普通高中综合
信息管理系统中注册学籍的在
校学生均应参加体育与健康学
业水平考试。由外省市转入的
学生，应将其相应的考试成绩记
录随学籍档案一并转入，没有体
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
应参加郑州市统一考试。

□记者 王新昌 文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由郑东
新区管委会、中国绿化基金会
主办的“绿色屋顶·蓝色天空”
公益行动，在风景如画的如意
湖畔启动，30多家企业慷慨解
囊捐出280余万元，助力郑州
这一“绿色屋顶”先行先试试
点建设。

上午9时许，如意湖文化广
场上，活动背景墙是一面用真
实植物、盆景布置的绿色植物
墙。这面墙经过改装后，铺在
楼顶上，就能实现“绿色屋
顶”的效果。据活动主办方介
绍说，大规模推广屋顶绿化，
对节能减排、滞尘防霾、滞留
雨水、降低噪音、美化景观、
治理大气污染等都有作用。现
场引来了很多市民围观和拍
照，大家摸着植物墙不停地赞
叹。在CBD上班的王先生说，
他经常怀念家乡绿树成荫的院
落，盼望能在上班的写字楼或
居住的小区推广。

据悉，郑州市今年成功入
选2016年河南省海绵城市建
设试点城市后，划定市民公共
文化服务区和郑东新区龙湖地
区作为海绵城市试点区，未来3
年，力争使海绵城市试点区域
建设达到预期目标，形成可推

广、可复制的示范区。
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

魏宁娣表示，郑东新区已建成
超过26平方公里的绿地，每年
还以4平方公里的速度在递增，
绿化率接近50%，位居郑州各
城区首位。根据有关统计，城
市屋顶约占城市面积的五分之
一，屋顶绿化的空间和潜力很
大。大河报记者采访了如意湖
办事处主任李一，他也是CBD
楼顶景观提升建设指挥部办公
室主任。他介绍说，目前东区
已有四十七中和如意湖办事处
楼顶进行了绿化。在昨天的活
动现场，施工单位还与受赠的3
所学校签订实施协议，随后将
在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外国
语学校等学校楼顶推进。

中国绿化基金会副秘书长
杨旭东介绍了中国绿化基金
会，以及资金筹集、宗旨、任
务等信息。另外，CBD楼顶景
观提升建设指挥部还聘请了在
屋顶绿化、生态环保、园林植
物、景观设计、资材技术等专
业领域具有较高建树，具备国
际视界的杨喜田、孙学敏、樊
巍、黄仕倩、孟丽莎5位同志
担任专家组专家。随着郑州市
屋顶绿化的推进，或许真能重
现“碧草连天，晴空万里”的绿
城景象呢。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找工作，多少月薪
才能达到郑州市的基本水平？
昨日，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公
布的《郑州人力资源市场2016
年第三季度职业供求分析报
告》显示，郑州市人力资源招聘
岗位开出的月薪中，月工资多
数集中在3000-4000元。

分析显示，今年三季度，制
造业提供岗位所占比重为
23.95%，批发和零售业提供岗
位所占比重为23.55%，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提供岗位所占比重
为14.44%，住宿和餐饮业提供
岗位所占比重为10.77%，而这
些行业一直都是就业市场上需
求人数最多的行业。从职业大
类的用人需求看，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工的需求人数占比为
36.26%，商业和服务业人员需
求人数占比为35.46%，专业技
术 人 员 需 求 人 数 占 比 为
15.14%，热门招聘岗位总体变

化不大。
相比之下，招聘岗位以低

技能岗位为主，同时兼顾各种
技能等级的人才。从招聘单位
开出的月薪来看，月工资水平
和岗位技能高低成正比，但主
要集中在 3000-4000元。用
人缺口较大的十大岗位依次
是：体力工人；推销展销人员；
营业人员、收银员；治安保卫人
员；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餐厅
服务员、厨工；机动车驾驶员；
饭店服务人员；其他企业管理
人员；行政业务人员。

从求职人员年龄分组的情
况看，16-24岁的求职者所占
比重为40.38%，25-34岁的求
职者所占比重为45.80%，35岁
以下的求职者占主体，但是
25-34岁的求职者所占比重有
所增加。求职人员以高中学历
（含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等
专科、技工学校）和大学专科学
历为主。

郑州市高三学生月底有重要考试

“体考”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

郑东新区试点屋顶绿化

●问题1，屋顶绿化会不
会漏雨，影响屋顶寿命？

“空中花园”，“屋顶菜
园”的新闻屡见报端。大河
报曾多次报道郑州一些旧房
屋顶上种菜、种花、种果树的
新闻，由于多是自发行为，
甚至有个别楼房出现“楼上
浇菜、楼下下雨”的现象。
那么屋顶绿化会不会有这些
隐患呢？

绿化专家称，这个担心
是没必要的，科学、专业的屋
顶绿化不仅没有上述隐患，
还能延长屋顶寿命。具体来
讲，由于季节、昼夜温差等因
素对屋顶材料的影响，没有
绿化的传统屋顶机械寿命接
近20年，而绿化后的年限可
维持45年甚至更长。

●问题2，屋顶绿化能缓
解“雾霾”吗？

专家称，屋顶绿化能有
效抑制二次扬尘。北京市园
林研究所专家测定，花园式
屋顶绿化平均滞尘量 12.3g/
平 方 米/年 ， 平 均 滞 尘 率
31.13%，成为都市难得的

“绿肺”。

郑州市第三季度职业分析报告显示

技能岗位月工资水平
集中在3000-4000元

□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刘欣怡

本报讯 昨日，郑州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处推出支付宝缴
纳出入境证件费，成为全国首
家支持支付宝缴费的公安出入
境管理部门。此后，我市（含五
县一区）市民及居住证持有人
办理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
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证件可
以使用手机支付宝进行快捷支
付。

为更好地服务民生，郑州
市公安局通过建设受理网点体
系、搭建网上办事平台等举措，
有力地破解了办证难题。为进
一步做好配套缴费服务，切实
缩短群众排队等待时间，出入

境管理处在市财政局的大力支
持下，积极探索移动端支付新
方式。

办证群众通过手机支付宝
城市服务的出入境缴费窗口缴
费后，出入境管理部门能够实
时接收到已缴费信息，实现业
务进程的快速流转。证件制作
完成后，申请群众凭支付宝的
历史缴费记录和出入境受理部
门开具的受理通知书领取证
件。

需要提醒的是，移动端支
付属快捷支付方式，暂无法开
具传统纸质发票。相关财政部
门正在研究建立相关电子发票
制度。需要发票的申请群众可
以选择大厅缴费方式。境外人
员业务也在大厅窗口缴费。

办出入境证件
郑州能用支付宝缴费啦

中老年招聘
河南大型养老实业公司，新成立

机构。现需办公室人员5名，市场从
业部3名，行政专员5名，岗位众多，
工作轻松，欢迎45岁以上有亲和力
的你加入团队展示自我，待遇从
优。办公电话:0371-55297137，
18137806627；地址:农业路桐柏
路口(东南角)戊丰新城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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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慈善总会公开征集
2017年慈善公益项目
□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大河报记者昨天
从郑州慈善总会获悉，为使
2017年的慈善项目更具影响
力，救助范围更加广泛，社会效
益进一步提升，郑州慈善总会
面向社会各界征集2017年慈
善公益项目，申报时间为今年
10月10日至11月10日。

据了解，2017年慈善公益
项目征集的申报主体为：在郑
州市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公益
组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项目评选办法，项目申报
主体需在规定时间内，将项目
资料提交至郑州慈善总会，由
郑州慈善总会监事会成员对所

有申报项目进行调研、评估和
评选，并将评选出的优秀项目
推送至众筹平台公开募集，筹
款筹人气。郑州慈善总会根据
各个项目的总评分，确立2017
年慈善项目，并视各项目具体
情况进行资金配比。

有意愿参与项目申报的
话，请在郑州慈善总会网站
（www.zzcf.cn）下载《郑州市
慈善公益项目申请表》，填写后
送至郑州慈善总会项目部（郑
州市航海西路与文化宫路口老
年公寓后楼412室），并且将
电子版发送至项目部邮箱
（zzcszh@126.com）。另外，如
果有问题，可以拨打项目部电
话0371-86030551咨询。

□记者 谭萍

【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