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类
行政区域

郑州市 市区、新郑市、荥阳市、新密市、登封市、中牟县
洛阳市 市区、新安县、栾川县、偃师市
平顶山市 市区、舞钢市 安阳市 市区 鹤壁市 市区
新乡市 市区 焦作市 市区、沁阳市、孟州市
许昌市 市区、长葛市 漯河市 市区
三门峡市 市区、义马市、渑池县、灵宝市
济源市 济源市 省直管县（市）巩义市

开封市 市区（不含祥符区）
洛阳市 伊川县、孟津县、宜阳县、洛宁县、嵩县、汝阳县
平顶山市 宝丰县、郏县 安阳市 林州市、汤阴县、安阳县
鹤壁市 淇县 新乡市 辉县市、新乡县
焦作市 修武县、武陟县、博爱县、温县 濮阳市 市区
许昌市 禹州市、鄢陵县、襄城县 漯河市 舞阳县、临颍县
三门峡市 卢氏县 南阳市 市区 商丘市 市区
信阳市 市区 周口市 市区、项城市 驻马店市 市区
省直管县（市）汝州市、永城市

开封市 祥符区、杞县、尉氏县、通许县
平顶山市 叶县、鲁山县
安阳市 内黄县 鹤壁市 浚县
新乡市 卫辉市、延津县、获嘉县、原阳
县、封丘县
濮阳市 濮阳县、清丰县、范县、台前
县、南乐县
南阳市 淅川县、南召县、唐河县、社旗
县、方城县、西峡县、桐柏县、镇平县、
新野县、内乡县
商丘市 民权县、虞城县、睢县、夏邑
县、宁陵县、柘城县
信阳市 罗山县、商城县、淮滨县、光山
县、息县、新县、潢川县
周口市 西华县、扶沟县、沈丘县、郸城
县、商水县、太康县、淮阳县
驻马店市 确山县、西平县、汝南县、正
阳县、泌阳县、平舆县、上蔡县、遂平县
省直管县（市）兰考县、滑县、长垣县、
邓州市、固始县、鹿邑县、新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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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
行政区域

三类
行政区域

各省辖市市区、县（市）
行政区域类别及最低工资标准

2018年 10月 1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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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7 月 30日，集政务服
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
台——智慧郑州APP“i郑州”及同名微信公众平
台在郑州正式上线。

“i郑州”APP整合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服务资
源和权威信息，以及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
交通、教育、房产、旅游等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60
余项内容，通过实名认证将个人信息与政务资源
对接，实现一次认证即可享受跨部门服务。该平
台的上线运行，将使郑州城市精细化、智慧化管理
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郑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20年，郑
州将有效整合现有智慧应用数据资源，消除数据
壁垒，打通各类信息和数据孤岛，基本建成高速共
享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无处不在的惠民服务体
系、精细精准的城市管理体系、融合创新的信息产
业体系、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体系。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不仅机动车在路口有等
待区，今后非机动车在路口通行时，也有了专门等待
区。7月30日，郑州市交警支队在市区文化路与东
风路路口设立首个非机动车等待区，旨在提高车辆
通行效率，改变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乱象。

7月30日早高峰，在文化路与东风路交叉口，
记者看到，在路口西北角，非机动车停车线前方划
定了非机动车等待区，地面设置有提示标志，非机
动车利用东西放行或左转时段进入等待区，在南北
直行时段可以优先通过路口。一些电动车驾驶人
告诉记者，在这个路口，通行时间比以前快多了。

郑州市交警支队科研所民警郭睿介绍，非高
峰期，非机动车仍要在原有非机动车道停车线内
等候。以前高峰时该路口由北向南的非机动车通
行时，至少需要等待两个信号灯周期，现在绿灯一
亮，等待通行的非机动车均可以通过路口。

郭睿说，非机动车等待区适用于非机动车高
峰时段排队较长、通行量较大、一个信号灯周期无
法完全通过的路口。非机动车等待区设置后，警方
将在该路口安排两名交通协管员，对非机动车驾驶
人进行引导和管理，提高路口非机动车通行效率。

下一步，郑州市交警支队将总结经验，在郑州
市区部分车流量大的路口，推广设置非机动车等
待区。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去银行也能办
理营业执照了。7月 30日上午，洛阳市开出首张
全程电子化银行网点代办营业执照。

拿到这份营业执照的是西工区市民李鹏亮，
3天前他来到中州路上的这家中国银行营业点办
理了网上注册登记，“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了营
业执照，真高效！”

据介绍，工商部门联合银行网点开展工商注
册登记全程电子化代办服务，主要是利用银行网
点的广泛布局和服务优势，实现“家门口的银行就
能代办服务”的有效布局，进而推动商事制度“最
多跑一次”改革的落实。

目前，洛阳市开办此项业务的银行网点有中
国银行洛阳分行中州路营业厅和孟津县分行。工
商部门通过对银行代办人员的培训，实现工商部
门与银行间流程的对接，然后由银行代办人员通
过“全程电子化登记”平台，帮助申请人进行全程
电子化操作，并免费提供企业设立登记、领取营业
执照、创业咨询、金融服务等“一站式”服务。③6

郑州大学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
狠抓落实，成效显著。

今年前 6个月，郑州大学累计引进高
层次人才 18 人，其中包括加拿大皇家科
学院院士 1 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1
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1 人、人文社科
一级教授 2人、“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
领军人才 1 人、海外知名大学教授 1 人；
新增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学科进入 ESI 排
名全球前 1%；获批地下基础设施非开挖
技术、电子材料与系统 2个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科技重大
专项立项课题 9项，培育重大横向科研项
目 1项，获批国家社科基金等高层次项目
30项。

河南大学围绕国际学科发展前沿和经
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按照“文、理、医、工
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实施
优势学科冲顶战略、特色学科振兴战略、新
兴学科跨越战略，以学科特区支持计划为
手段，构建一流学科体系，努力为冲刺世界
一流大学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前 6个月，河南大学先后引进生
物学领域骨干人才和特聘教授13名，其中
7位 35岁左右海外留学学者以“逆境发育
和信号传导”团队形式引进到学校工作；签
署国家级科研平台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1
个、正在申报1个。③9

郑州设立首个
非机动车等待区

智慧郑州APP“i郑州”上线

“一网通办”

洛阳市银行网点
能代办营业执照了

聚焦我省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之十一

河南娃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大学
改革开放 40 年，河南教育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今，高等教育已从精

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越来越多的河

南学子圆了大学梦。

圆了大学梦的河南学子，心中还有

一个好大学梦。

众望所归，去年我省两大“龙头”高

校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双双上榜“双一

流”。这个喜讯激动人心、意义重大，它

承载着中原大地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

呼唤，承载着河南亿万人民享受优质高

等教育的期盼，既是两校实现质的飞跃

的历史契机，也是带动全省高教质量全

面提升的重要抓手。

“双一流”不是用来说的，不是用来

排位的，而是用来干的。这是两大“龙

头”高校的共识和行动。

“双一流”建设实行动态管理，一个

周期后会有退出和进入机制，可上可下、

有进有出。这是改革的进步，激发了高

校的活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省委、省政府保驾

护航，郑大河大全力以赴，“双一流”建设

正在我省如火如荼地推进，正在带动河

南高教强起来，满足更多河南娃在家门

口上好大学的心愿。③9

今年民生实事回头看

□本报记者 史晓琪

今年高考是郑州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高校行列、河南大学进入世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行列后的首次招生，我省两
所“龙头”高校对优秀考生的吸引力进一步
加大，本科一批录取分数均再创新高。

郑州大学今年一本文科最低录取分数
为605分，高出一本线58分；理科最低录取
分数为586分，高出一本线87分。

作为我省唯一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
校，郑州大学在我省一本计划占“双一流”
高校在豫招生计划的近 50%，为我省考生
圆梦重点大学提供了更多机会。

河南大学今年一本文科最低录取分数
为582分，高出一本线35分；理科最低录取
分数为561分，高出一本线62分。

作为河南大学世界一流建设学科，生
物学相关专业备受考生青睐，生物科学、生
物工程等专业报考人数均超过计划数 5
倍。

“郑大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7月 25
日，参加郑州大学2018年“豫见郑大，遇见
你”夏令营活动的南阳市内乡高中学生张
婉说。

“还好等到你——河大！”……河南大
学微信公众号发布本科一批录取分数再创
新高的消息后，网友激动留言。

2017年 9月 21日，教育部公布世界一
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榜上有名，两
校喜迎发展新机遇。

《郑州大学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明确了
郑大“三步走”发展战略：2017年至 2020
年，是总体布局阶段，立足河南，面向全国，
放眼世界，建成国家一流大学；2020年至
2035年，是全面建设阶段，建成国际知名
的综合性大学，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
列；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是快速发展冲
刺阶段，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河南大学入选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的生物学学科，以解决粮食安全和生态安
全等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在作物生物学、
全球变化生态学等重要研究领域开展了基
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重返“国家队”，将加
快百年名校河大振兴的步伐。

喜讯：
郑大河大上榜“双一流”

进展：
围绕目标扎实顺利推进

下图：郑州大学新校区（7月 30日
摄）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郑州市交警支队在文化路与东风路路口设立
首个非机动车等待区。②26 李霞 摄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7 月 30 日，记者
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根据《关于
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我省一、
二、三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调整
至 1900元、1700元、1500元，最新工资标准
从2018年 10月 1日起开始执行。

根据通知要求，我省一类行政区域月最
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1720元调整为1900
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16元调整
为19元；二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
现行的 1570元调整为 1700元，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将从现行的14.5元调整为17元；三类
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行的 1420
元调整为15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从现
行的13元调整为15元。

最低工资标准即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
或者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正
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
低劳动报酬。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
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
就业劳动者。用人单位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的，
劳动者可向当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

纵向与上次调整情况相比，我省本次上调
金额与幅度都更高。以一类行政区域为例，工
资上调金额180元，上调幅度约为10.5%，高
于上次的120元和7.5%。小时工资上调金额
3元，高于上次的1元。横向与兄弟省份相比，
我省上调后的工资标准也不落后。记者从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上了解到，除了河
南，最近还有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四川、云
南、广西、江西、西藏、辽宁等1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以一类行
政区域为例，北京、上海、广东分别超过了
2000元，近邻山东为1910元，我省的1900元
紧随其后，而其余的6个省份均低于我省最低
工资标准，其中辽宁省最低，为1620元。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以来，我省新旧动能
转换逐步完成，高质量发展初见成效，是本次
工资上调幅度高于去年的主要原因。此外，
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与之相关的“三险
一金”等社会保障水平也会随之提升。③9

我省最低工资又涨了
一类行政区域月最低工资提高到1900元

权威发布

河南大学2018年录取通知书 本报资料图片

□金京艺

城市生活美好的核心，在于便捷舒适，而交通

拥堵等“城市病”，则长期困扰侵蚀着这份美好。

郑州市设立首个非机动车等待区，向沉疴宿疾开

刀，既保障“弱势优先”，又各自秋毫无犯，道路通

行能力得到了很大改善。

一个时期以来，频频上演的路权“争夺战”，其背

后反映的是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从以人为

本的角度出发，“行人优先”“弱势优先”的法律精神

已成为一种导向。但在实际生活中，机动车依然处

在路权顶端。非机动车等待区的设置是对路权的重

新分配，从互相争夺到各行其道，矛盾进一步化解，

而更人性化的制度也将引导非机动车遵守交通规

则，使规则意识深入人心。只有充分考虑各方需求，

提高制度制定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以人性化为出发

点解决“城市病”，城市生活才会更加美好。②39

微评

人性化制度无需“等待”

便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