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495元
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55495元

36730元
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36730元

6月25日开始志愿填报

今年，我省共安排三次网上志愿填报，
网址为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官方网站www.
heao.gov.cn。

第一次在6月25日至28日，填报本科
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公安、司法
专科随该批）、专升本志愿和对口招生志
愿；第二次在 7月 2日至 7日，填报本科一
批、地方专项计划本科批、本科二批志愿；
第三次在 7月 9日至 13日，填报专科提前
批和高职高专批志愿。

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
并保存，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可以进行不超
过两次的修改，以最后一次保存的志愿为准。

◎考生人数98.38万 ◎6月25日零时可查成绩 ◎录取分７批进行

关于高招，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权威发布

相关新闻

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总人
数为 98.38万人，比去年增加 11.8万人，再
创新高。其中，全国统考 77.94万人，对口
招生9.45万人，专升本10.99万人。

考生人数为何大幅增加？省招办相关
负责人揭秘：今年的高考主力军是第一批

“00”后。大家也许还记得，2000年扎堆生
宝宝曾是社会热点。

6 月 25 日零时考生可登录河南省教
育厅网站、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站、河南招
生考试信息网、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
服务平台查询成绩，有异议者于 6月 27日
18:00前提交复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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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仅需要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
还需要方方面面
尤其是管理机制
的高质量推进。

相关链接

多种渠道咨询志愿填报

本报讯（记者 李林）伴随城市发展进
入新阶段，城市管理的重心也在随之而
变。5月 30日，郑州市召开城市精细化管
理三年行动计划动员会，标志着郑州的城
市管理者已经明确将城市管理“落子定盘”
于各种细节的打造。

会议传递出郑州市“精细化”管理两大
强劲“信号”。

细致入微。包括道路养护、亮化提升、
园林绿化、河道整治、交通治理、厕所革命、
基础设施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甚至是行人

乱 闯 红 绿 灯 等
“细枝末节”均逐
一列入行动计划
中，共涉及近 20
个大类别数百个
子项。

据介绍，为
实现各种“细节”
的管理到位，郑
州市提出要把精
细化管理覆盖到
各个空间、各个
领 域 和 所 有 人
群；把精细化管

理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把精
细化管理体现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

由内到外。“城市不仅需要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还需要方方面面尤其是管理机制
的高质量推进。”郑州市政府一位负责人
说。体现到此次精细化管理行动中，郑州
市着重于内在深层次的管理机制建立与完
善。为加快健全城市管理法规体系，先后
修订完善、新出台一批城市管理的政府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理顺城市管理体制，明确
部门职责，推行综合执法。

开展城市管理立法及法律实践研讨，
及时对城市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
动态研究，制定和完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
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如《郑州
市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郑州市生活垃圾
分类管理办法》《郑州市“门前三包”责任制
管理办法》《郑州市拆除违法建设规定》等
均进入立项、调研、制定等程序。

记者还留意到，郑州市的精细化管理
行动中十分“看中”大数据与智慧化的应
用，智慧交通、智慧管网、智慧城管、智慧安
全保障、智慧社区服务等一系列智慧化城
市基础设施运行和服务管理体系将陆续

“登场”。
“郑州正在进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快车道’，精细化管理的大幕拉开既是对
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管理跟进，也是对
群众进一步分享发展成果需求的呼应。”省
社科院一位专家评价说。③6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5 月 30 日，
记者从河南省人才交流中心获悉，6月，
河南人才市场将开展 2018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季招聘活动，围绕毕业生需求，
开展4场专场招聘会，4场主题招聘会。

4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助就业。河
南人才市场将于 6月 2日、23日举办高

校毕业生供需
洽谈会，9日、
30 日 举 办 大
中专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这
4场专场招聘
会预计有 360
家用人单位参
会，为毕业生

提供近 1.1万个就业岗位。现场还将设
置大学生求职登记窗口，结合毕业生需
求提供就业指导、岗位信息推送、求职登
记、匹配推荐等精准帮扶服务。

4场主题招聘会助力精准就业。6
月6日举办“互联网+”专场招聘会，为求
职者提供电子商务、大数据应用、网络维
护、软件开发、云计算等互联网相关职
位；6月 13日举办河南省知名企业专场
招聘会，并设定企业参会门槛，使各类求
职者走近名企；6月 20日举办营销人才
专场招聘会；6月 27日还将举办生产制
造、批发零售、建筑房产、医药医疗行业
专场招聘会。③6

□本报记者 史晓琪

5月 31日，我省召开2018年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新闻通气会，

《考生指南》同时发布。高考人数有

多少？志愿咋填报？录取分几批？

你所关心的都在这里了！

“七分成绩定，三分志愿拼”，填报志愿可谓一
件非常重要又无比纠结的事儿。省招办提醒考
生，可通过电话、网络、现场咨询等渠道进行咨
询。

6 月 25 日 至 29 日 9:00 至 12:00、15:00 至
18:00，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进行网上咨询；6 月 25 日至 26 日，可到河南师范
大学新联学院、黄河科技学院和郑州工商学院参
加现场咨询活动，与多所高校进行面对面交流；还
可拨打所报院校的电话进行咨询。

高考期间

郑州送考车辆不限行

考生人数再创新高

□本报记者 樊霞

5月 31日，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17
年我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快速增长。

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17年河南省城镇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主要数据显示，全省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55495 元，比
2016年增加 5990元，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实际增
长10.4%；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为 36730元，比 2016年增加了 3418元，扣除
物价因素实际增长8.7%。

金融业、建筑业收入领跑

从全省情况来看，哪些行业收入最高？哪些
行业收入最低？

在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年平均工资最高
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 103314元，卫生和社
会工作 74914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72373元。

在全省城镇私营单位中，年平均工资最高的
三个行业分别是建筑业 40547 元，房地产业

40484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39085元。

拉动平均工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去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和新
动能加快成长，促进了相关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明
显改善和加速发展，带动我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快速增长。”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2017年，随着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持续推进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快，相关行业工
资增长出现了明显变化。由于煤炭、钢铁“去产
能”改善了供需关系，许多企业不仅发放了当年
绩效奖金，也补发了上年欠发的工资和奖金。

新动能加快成长带动相关行业工资增长。
2017年，以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新兴
服务业增速明显快于传统服务业，全省城镇非私营

单位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
资水平居行业门类第三位，平均工资同比增长
15.9%，高出全省平均工资增幅3.8个百分点。③6

2017年河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突破5万元

传统行业变化显 新兴行业增收多

本月8场招聘会
服务毕业生

本报讯（记者 曹萍）5 月 29 日，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修订柴胡
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明确要求在“禁
忌”项中列出“儿童禁用”，引起很多家长
的关注。

柴胡注射液是我国工业化生产的第
一种中药注射液，已在临床应用70多年，
主要用于治疗发热。5月 31日，在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儿
科病房，宋桂
华主任告诉记
者，其实大部
分医院已经很
多年都没有在
儿科用过这个
药了。河南省
儿童医院药学
部临床药师裴
保方也印证了
这种说法，“我

们医院十几年都没有这个药了，只要到
正规医院去，家长大可不必担心。”

谈到为何会对儿童禁用这个药，宋
桂华说：“还是从安全性考虑，中药注射
液成分较为复杂，儿童承受能力较弱，会
比较容易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同时，
她也表示，柴胡本身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通过口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柴胡
颗粒、冲剂等。

裴保方认为这次公告释放了一个很
好的信号，说明国家在振兴中医药的过
程中，对中药注射液的安全性提出了更
高要求。他建议，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
中药注射液的审批门槛，制定统一标准，
让中药注射液应用更加规范化。③6

儿童禁用
“柴胡注射液”

郑州进入
“微整形”时代

7月9日录取启幕

录取工作分 7批进行，7月 9日启幕，8月 11日
结束。本、专科层次均不组织补录。

7月 9日至13日，本科提前批录取，体育和艺术
类本科，军队院校、公安类、司法类、航海类本科专
业，教育部直属高校免费师范类、免费医学定向就业
类、外国语言文学类（非英语）专业，经批准实行综合
评价模式招生的高校（专业）、国际关系学院、北京电
子科技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经教育
部批准有特殊招生要求的高校或专业参加本批次录
取。③6

每当年平均工资公布之后，都会有人惊讶地
发现自己的工资赶不上平均工资，为什么会有这
样的感觉？

对此，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国家统
计制度规定，平均工资包括了从个人工资中代扣
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个
人缴纳部分。“但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工资的概
念往往理解为税后工资，因此平均工资水平及增
长与个人感受存在差异。”

“此外，平均工资数据反映的是全省就业人
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这位负责人说，由于行业、
隶属关系、单位性质、经济效益及个人所在的岗
位不同，导致工资水平客观上就存在差距。③6

（本报记者 樊霞）

你为什么总觉得
工资低于平均值？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 月 31
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发布消息，6 月
7 日和 8 日高考期间，郑州交警将加
派警力执勤，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
务，确保高考顺利举行。警方表示，
对尾号限行车辆发放车贴不处罚。

高考期间，郑州市交警支队每
天将抽调近千名警力上路执勤，每
个考点门前派驻 4名民警疏导交通，
各考点执勤民警提前一小时上岗执
勤，路面增派民警骑警用摩托车加
强流动巡逻，随时为考生提供救助
和服务。

建立高考“绿色通道”，保障考务
车辆和运送考生的车辆优先通行。
对存在交通违法行为的考务车辆和
运送考生的车辆，警方以教育为主不
处罚。此外，高考期间，视交通流量
情况，警方随时对各考点周边道路采
取限行、远近分流、单行等临时交通
组织措施。

按照目前郑州市机动车尾号限
行的规定，6月 7日尾号限行 4和 9，6
月 8日尾号限行 5和 0。为不影响考
生考试，警方印制了一批“家有考生，
郑州交警为梦想加油”“2018郑州交
警爱心助考”字样的两种车贴。6月
4日起，郑州市区及各县（市）交警大
队开始向尾号限行车辆的考生家长
发放。考生家长凭学生高考准考证
和行车证领取后，可将两种车贴粘贴
在机动车前引擎盖和后挡风玻璃醒
目位置。高考期间警方对粘贴有以
上车贴的尾号限行机动车，不录入系
统，不给予处罚。③6

招聘会

8场

4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4场主题招聘会

禁用药

中药注射液成分
较为复杂，儿童承
受能力较弱，会比
较容易出现过敏
等不良反应。

“无纸化”乘机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施书芳
曹楷）5月31日，由中国民航局主办，河南
机场集团承办的郑州机场推进“无纸化”
乘机工作调研会在郑州召开。记者了解
到，在今年年底以前，全国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 人 次
以上级别的机
场，都要基本
实现“无纸化”
便捷乘机。

与会专家
介 绍 ，“ 无 纸
化”乘机技术
全面推广后，
具有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初步测算，以去年全国民航客运
量计算，实行“无纸化”乘机以后，可以提
升值机效率，减少运行成本，年节约纸张
143万吨，节约社会时间4800万个小时。

据了解，“无纸化”乘机服务主要是
运用旅客人脸识别、电子登机牌等信息
化手段，为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乘机服
务，解决广大旅客值机排队时间长、手续
繁琐等一系列难题，提升广大旅客的出
行体验。②8

今年全国千万级机场
将实现“无纸化”乘机

143
万吨

实行“无纸化”乘机后
年节约纸张 143万吨，
节约社会时间 4800
万个小时

5月 31日，原阳县葛庄村农民在收割小麦，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景象。当前，全省各麦收区抓住晴好天气，积极开展抢收抢种，确保农民收入稳中有
增。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5月29日，孟州市第一高级中学高三的同学们互相鼓励，以自信乐观的心态迎接高考。⑨3 王铮 张泽斌 摄

本科提前批录取

7月9日
至13日

7月11日
至13日

7月15日
至22日

7月20日
至22日

7月25日
至31日

8月3日
至7日

8月8日
至11日

本科一批录取，
“双一流”建设高
校和经我省批准
的高校本科专业
参加本批次录取

国家专项计划
本科批录取

地方专项计划
本科批录取

本科二批录取

专科提前批录
取，有特殊要求
的专科专业参
加本批次录取

高职高专
批录取

制图/胡冰洁

基层民生观

热点关注

民生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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