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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平均
工 资 为 63174
元，比2017年增
加7679元

明天高考，同学加油！

权威发布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记者6月5日获悉，6月 6
日，趁着高考考生看考场的机会，我省将在各个考点
举行入场身份验证和“无声入场”演练。考生可持准
考证提前熟悉考点环境和入场流程。

“无声入场”即考生入场须接受金属探测器检
查，无报警声响方可入场。按照规定，考生严禁携带
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电子存储记
忆录放及扫描设备、手表等计时工具，以及涂改液、
修正带等各种文具。严禁穿戴有金属物品的服装、
鞋帽、腰带、首饰。钥匙、硬币、磁卡等铁磁性物品，
各种食品、饮品和其他非考试必需物品也都不能
带入考场。考生因身体原因需要带入的特殊物品
（如助听器、胰岛素注射泵、体内植入的金属材
料、心脏起搏器、轮椅、拐杖等），须由负责该生
高考体检的医疗机构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和考区
招办出具审核材料，考生入场受检时须出示
以上证明材料。

身份验证的具体程序是：考生在身份验
证终端设备上进行身份证读取、指纹录入
和拍照比对“三对照”，拍照时须脱帽、摘
镜，发不遮眉、不盖耳。3次验证均未通
过的考生也别紧张，可先入场考试，工作
人员留存其准考证、身份证，再由视频监
考员、主考分别进行验证，认定无误的，
考试结束前将身份证、准考证返还考生；
无法认定的考生在当科考试结束后到
考务办公室面对面认定。

省招办提醒考生，高考入场时如
果所穿衣服不符合“无声入场”要求，
考生也别紧张，各考点备有合适的衣
服，考生换上即可参加考试。③8

□本报记者 樊霞

2018 年全省城镇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快速增长，原因在哪儿？

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说，主要原
因在于重点传统行业平均工资增长
加快、新动能加快成长的带动作用以
及部分服务业工资的提高。此外，全
省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也是原因之一。

据了解，随着我省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深入推进，钢铁、煤炭等行业去
产能深入推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
转型升级加快，企业效益大幅改善，
相关行业工资增长较快。

新动能加快成长带动相关行业
平均工资较快增长。新动能加快成
长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相关行业
平均工资快速增长。

随着工业向中高端迈进，2018
年全省装备制造业相关行业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水平也有了较快提高。
一些服务行业工资稳步增长。

2018 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中，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增长 16.6%，增幅比上年提
高4.6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工资
增幅2.8个百分点。其中，体育业增
长 32.2%，增幅比上年提高 16.8 个
百分点。以健康养老为主的社会工
作行业平均工资在上年增长 44.8%
的基础上，再次实现了 29.5%的高
速增长。

此外，2018 年，全省提高了最
低工资标准，郑州等一类行政区域
月最低工资标准从 1720 元上调至
1900 元。“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为
低工资群体提供托底保障，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省统计局
有关负责人说。③8

本报讯（记者 樊霞）6月 5日，省统
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全省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快速增长。

2018 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 人 员 年 平 均 工 资 为 63174 元 ，比
2017年的 55495元增加 7679元，同比
名义增长 13.8%，增速比上年加快 1.7
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2018 年全
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实际增长 11.1%。其中，在岗职工
（含劳务派遣）年平均工资64148元，同
比名义增长 14.6%，扣除物价因素，实
际增长11.9%。

2018 年，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 40209 元，与 2017 年
的 36730 元相比增加 3479 元，同比名
义增长 9.5%，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6.9%。

数据显示，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中，金融业依然最高。

分行业门类看，2018 年全省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
的 3个行业分别为：金融业 116047元，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83301元，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79543
元，分别为全省平均工资水平的 1.84
倍、1.32倍和1.26倍。

分省辖市看，2018 年全省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排名前3
位的是郑州市、洛阳市和三门峡市，分
别为 79414 元、64906 元和 63268 元；
同比增速排名前 3位的分别是濮阳市、
安阳市和新乡市，同比名义增长率分别
为19.5%、18.4%和 17.7%。

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数据显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的年平均工资最高。

具体来看，2018 年全省城镇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排名前 3位
的行业门类依次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46650 元，房地产业 43995 元，建
筑业43665元。

分省辖市看，2018 年全省城镇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排名前 3
位的是郑州市、许昌市和商丘市，分别
为 49488 元、43502 元和 41681 元；同
比增速排名前 3位的分别是郑州市、濮
阳市和新乡市，同比名义增长率分别是
14.9%、14.2%和 11.9%。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记者 6月 5日
获悉，为切实做好省会郑州高考期间各项
安全保卫工作，维护良好的高考秩序，郑州
警方出台相关举措，组织交警、治安、刑侦、
网监等多个警种，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

郑州警方在每个考点都安排警力，负
责考点内外安全工作和考点周边交通疏
导工作。以考点为核心，设置核心区安保
防控圈、考点周边安保防控圈、考点外围
安保防控圈，确保高考各个环节安全有
序。各辖区公安分局联合教育、市场监管
等部门，及时排查清理校园及其周边兜售
作弊器材、组织替考等广告信息，严厉查
处制售考试作弊器材、非法“助考”、非法

“招生”等违法犯罪行为，彻底堵住作弊案
件的源头。高考期间，警方将加强对各考
点的执勤巡逻，及时处置考点及周边发生
的案件、事件，确保考场及周边治安秩序
稳定。

各派出所设立专门高考便民窗口，优
先受理考生所需身份证办理的申请，优先

为考生采集人像信息、上传制作。
各派出所还将安排专门
警力，为遗失身份证件的
考生办理临时身份证或
提供临时身份证明。交
警部门将加强对试卷押
运和考生出入考场道路
的巡逻管制，保证试卷运
输车辆安全进出和参考
人员出入畅通。③8

去年我省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数据出炉

你的工资“达标”了吗？

年平均工资为啥增长较快？

今日举行
“无声入场”演练

郑州警方全力护航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4日，记者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该厅召开会议部
署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明确
今年内取消我省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
纽和物流中心，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居全
国前列，省界站数量居全国第二。据介
绍，此次取消省界收费站工作时间紧、任
务重，仅工程建设，就涉及全省 29家投
资经营业主，需要拆除30个省界收费站
并进行土建改造，共有 404个收费站需
要进行软硬件设施改造，包括1954条车
道改造、1146套 ETC门架系统建设等，
工程总投资约43亿元。

在 ETC 推广方面，截至 5 月底，我
省已安装 ETC 车辆 478 万辆。预计
2019 年年底，我省汽车保有量为 1513
万辆，按 80%的安装率测算，我省应安
装 ETC 车辆高达 1210 万辆，年底前
ETC发行任务约为732万辆。

据悉，省政府已成立取消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工作领导小组，省交通运输
厅成立了工作指挥部，设立 8个专项工
作组和 13个具体工作小组。省交通运
输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抓紧完成各项
工程方案、技术方案编制的基础上，将创
新机制、简化手续、倒排工期，加强对全
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的统筹指导，
加大沟通协调力度，及时帮助解决各种
疑难问题，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取消高速
公路省界收费站任务，有效降低物流成
本、服务群众便捷出行。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今年高考期间，郑州
地铁将开展爱心助考活动。6月5日，记者从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获悉，6月
7日、8日，郑州所有地铁站开设“高考绿色通
道”，考生及陪同家人（每名考生可带两名）凭
准考证，可到地铁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票，
免费乘坐地铁，并优先安检无须排队。

今年高考恰逢端午假期，受外出游玩、
返乡探亲等因素影响，6月 6日，1号线最小
行车间隔为 2分 50秒，2号线与城郊线小交
路终点站调整至孟庄站，刘庄站至孟庄站最
小行车间隔为3分 50秒。假期期间，郑州地

铁线网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组织备用列车
上线，满足乘客集中出行需求。

除了“爱心助考”活动，端午假期期间，
郑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还将提供
一站式“爱心”接力服务，乘客可
拨打服务热线 55166166 进
行预约，地铁工作人员将
对有困难者进行全程
陪同引导。部分车站
还将设置爱心服务台，
配 备 手 推 车 、医 药 箱
等。③9

考生可免费乘坐郑州地铁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今年高考，我省考
生填报志愿又有新选择。6月 5日，记者从省
教育厅获悉，我省132所高校增设474个本专
科专业。其中，郑州大学等45所高校增设 141
个本科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等87所高校增
设333个高职高专专业。新增专业可从今年开
始招生。

此次我省新增本科专业以理工科类为主，也
涉及管理类、教育类、文学类、艺术类、法学类
等。其中，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最为吃
香，河南理工大学、中原工学院、河南农业大学、黄
淮学院、南阳师范学院、安阳工学院、河南大学民
生学院等 14所院校均增设该专业。数据科学与
大数据技术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大数据思维、能运
用大数据思维及分析应用技术的高层次大数据人
才，热门岗位包括大数据系统架构师、大数据系统分
析师、数据挖掘工程师等，目前我国大数据人才缺口
比较大。

新增较多的本科专业还有机器人工程，河南科
技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程学院、安阳工学
院、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黄河交通学院等院校均增设该专业。此外，智
能制造工程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也是
热门。③8

我省高校增设
474个本专科专业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6月 5日，郑
州市区各民办初中学校发布招生方案，
家长可登录各民办初中学校网站或拨打
学校电话，了解招生信息。

今年，郑州市区民办初中学校招生，
将采取电脑随机派位和学校面谈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当民办初中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时，由郑州市教育局组织电脑派位，随
机录取该校招生计划 40%的学生，剩余
60%由学校采取面谈方式录取；如果报
名学生数未达到计划数，实行“注册入
学、直接录取”。

在面谈形式上，河南省实验文博学
校、河南省实验英才中学、郑州实验外国
语中学、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等学校采
取人机面谈。已报名但未被电脑派位录
取，且愿意参加面谈的学生，登录郑州市
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面谈确认后
生成面谈凭证，凭此参加面谈。部分学
校明确人机面谈在 IPAD 上进行，还有
学校提出要求，学生不得将手机等通信
设备带入学校，不得穿着校服、佩戴校徽
或其他有明显标识的饰物，面谈过程中
不得暴露个人身份信息。

一些学校选择采用面对面谈话、小
组活动等方式面谈。如黄科院附中就采
取教师与学生面对面谈话的方式，设置
若干个面谈话题，实施综合评价，面谈内
容涵盖思想品德、学习能力、身心健康、
艺术素养等。

郑州市教育局提醒，未被民办初中
学校录取的学生，如果就近划片学校有
学位，则分配进入就近划片学校就读，如
果就近划片学校学位已满，则分配到有
空余学位的公办初中；因小学毕业生升
初中报名时需要采集学生照片，报名时，
家长要携带学生的电子照片。③9

郑州民办初中
“小升初”方案出炉

我省年内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考场 更严格

志愿 更多元

保障 更全面

交通 更暖心

●郑州市
●洛阳市
●三门峡市

66月月 55日日，，郑州四中的学弟学妹们为即郑州四中的学弟学妹们为即
将踏入考场的学子们送上高考祝福将踏入考场的学子们送上高考祝福。。⑨⑨6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郁张郁 摄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6月 5日，记者
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获悉，由该厅发布
的《河南省成品住宅评价标准》本月起正
式实施，这标志着我省对成品住宅性能、
居住品质认定有了标准。

长期以来，由于是期房预售，消费者
在购房阶段无法对所购房屋性能、居住
品质作出判断，往往只能听置业顾问的
一面之词；同时因无健全的成品住宅性
能、居住品质认定标准，也导致开发企业
无法有效体现优秀住宅营造价值。

该标准遵循成品住宅一体化设计基
本原则，以人为本，从功能空间、材料部
品、人体工程、室内环境、成品效果、提高
和创新等涵盖成品住宅全生命期的6个
方面制定指标，对成品住宅分成一星级、
二星级、三星级等3个星级进行分级管理
和评价，并规定了“成品住宅实体样板房
施工应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前完成，在
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之后180日内不得
拆除，以此作为交房标准”，保障了消费
者权益。同时，该标准通过对成品住宅
预评价、全过程控制，使得开发商在建设
阶段可对成品住宅性能做到有效提升。

“《河南省成品住宅评价标准》的发
布实施，对指导消费者有针对性地选择
成品住宅，引导开发商不断提升住宅性
能等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河南省中原
成品房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弘说。③8

我省成品住宅居住
品质认定有了标准

●金融业
●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3个行业

省辖市年平均工资排名前3位

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制图/周鸿斌

6月 4日，周口市文昌中学高三（3）班，班主任祁勇给同学们上完最后一课后合影。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于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