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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本报讯（记者 谭勇）又是一年毕业季。
为助推大学生就业、创业，解除租房奔波之
苦，6月 12日，“2019毕业季千万租金优惠活
动”在郑州启动。

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普通高
校毕业生预计达到834万人，和2018年相比增
加了14万人，而我省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61
万人，再创历史新高。我省大学生就业形势
总体上仍比较严峻，不少毕业生表示，现在不

仅是找工作难，找个舒心的落脚点也困难。
河南省房屋租赁行业协会倡导发起的

“2019毕业季千万租金优惠活动”，由悦如公
寓、魔飞公寓、米兜公寓、好寓等4家企业，拿
出1万间优质房源提供给有需求的在郑就业
大学生，在享受免费换租、租金月付等政策的
基础上，给予每名大学生 1000 元的租金优
惠，旨在通过送出的“千万租金优惠”，让毕业
生轻松住房，安心留郑。③4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1 日电 第三方
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近日在北京
发布的《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就业蓝皮书）显示，2018届大学毕业生
就业率为91.5%，其中近两届高职高专毕
业生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

从收入方面来看，2018届大学毕业
生的月收入为 4624元，比 2017届（4317
元）增长了 307 元。从近 3 届的趋势来
看，应届大学毕业生月收入呈上升趋势，
2018届大学毕业生月收入高于城镇居民
2018年月均可支配收入（3271元）。

根据报告分析，2019年本科的信息
安全、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等专业，高职高
专的电气化铁道技术、社会体育、软件技
术等专业为近年来的需求增长类专业，失
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
合较高；而 2019年本科的绘画、历史学、
应用心理学等专业，高职高专的语文教
育、英语教育、法律事务等专业近年来的
就业形势相对严峻。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6月 12日，记者
获悉，今年郑州市区小升初跨区报名于6月
13日—15日（8：30—12：00，14：30—18：00）
进行。

分区报名点设置在郑州冠军中学（金
水区）、郑州市实验小学（中原区）、管城区
南十里铺小学（管城区）、二七区长江东路
小学（二七区）、惠济区迎宾路小学（惠济
区）、高新区长椿路小学（高新区）、郑州经

开 区 实 验 中 学（经 开
区）、郑州市第九十六中学
（郑东新区）和郑州航空港区领航
学校（航空港区）。

跨区报名者在毕业学校填写《就近
入学登记表》，经毕业学校、所在区中招
办和接收区中招办签署意见后，携带户口
簿、父母身份证、义务教育证书、房屋所有
权证，办理报名手续。③3

郑州市区小升初
跨区报名今天开始

“后高考”时段，考生应该怎么过

可放松 莫放纵

万间优质房源优惠租给毕业生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考落幕，分数
未出，这段时间该怎么度过？6月 12日，我
省高校资深招生老师建议广大考生在放松
之余，最好结合自己的预估分数研究各大高
校的《招生章程》，初步圈定“目标院校”，为
填报志愿做好准备。

《招生章程》是考生了解高校招生政策
的主要途径，也是填报志愿不可或缺的参考
资料。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显示，目前，我
省已有100多所高校的2019年招生章程经
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登录各高校官方网
站或者其招生管理部门网页也可以查阅到。

高校招生章程主要内容包括高校全称、
校址，层次（本科、专科），办学类型，招生计
划分配的原则和办法，预留计划数及使用原
则，进档考生的录取规则，学费标准，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及有关程序，颁发学历
证书的学校名称及证书种类等。

“各高校发布的招生章程是填报志愿的
重要参考。”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招生办副主
任郭书山表示，不少高校有多个校区，有的
甚至在不同城市，不同校区的专业录取分数
可能有所不同。而且不少高校与国外知名
高校共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双
方院校的基本情况、培养模式、学历证书发
放情况等，考生要心中有数。

“是否认可政策加分、进档考生专业分
配原则、对单科成绩或身体条件要求等，不
同高校的具体规定可能都不一样。考生要
认真研究《招生章程》，根据自己的分数情
况，选择最佳学校和专业组合。”河南师范大
学招生办副主任瞿洪明说。③4

认真研究《招生章程》

新闻学：培养具有新闻学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

论、摄影、策划、编导、制作等基本技能，具备在新闻、出版、宣传部门从事编辑、

记者、媒介经营管理、音像策划、广告制作等工作的专业人才。

传播学：培养具备传播学基本理论、英语交际能力、跨媒体实践能力的

专门人才，能在广播电视、公关广告、媒体经营管理、新闻、出版、网络传播等领

域从事管理、策划、采编、制作以及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

广播电视学：培养具有广播电视新闻学基本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能

在广播电视新闻宣传部门从事编辑、采访、节目主持与管理等工作的新闻传播

学专门人才。

报考之前须分清

□本报记者 王平

记者 6月 11日从河南省人民医院了
解到，该院心理医学科近日迎来就诊高
峰，有不少高考学生及家长的身影。从高
考结束到分数公布之前的这段“真空期”，
考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失落等一系列
心理问题。应该如何平稳度过这段时
间？心理专家给出了建议。

“高考结束之后，大概有 60%—70%
的考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大
部分考生能通过自我调整得到解决，有
少部分学生会出现焦虑、自卑、自信心不
足、社会交往障碍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
很好地解决，将来会影响他们适应新的
生活、新的环境。”该院心理医学科心理
咨询师常淑莹建议，在等待分数公布的

这段时间，家长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平稳、
轻松的生活环境，可以选择一起运动、看
电影、进图书馆、短期出游等亲子活动转
移孩子的注意力，在陪伴中帮助他们做
一些未来规划。

还有一部分考生则出现了过度兴奋、
过度放松，整日和同伴们在聚餐、唱歌、打
牌、打游戏中度过，与备考之前的生活状
态形成强烈反差。对此，常淑莹表示：“考
后放松并不等于放纵。由高度紧张到突
然放松，容易导致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大
幅下降。加上现在天气炎热，聚会、聚餐
频繁，暴饮暴食，很容易出现身体不适。”
她建议，这段时间考生应适当增加睡眠，
多进行放松性的户外活动，看看书籍、听
听音乐，保持心情愉悦平和，逐渐让作息
时间回归正常。③5

填报志愿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赵晶晶）6
月 12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自 7月 10日零时起，该公司启
用第三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与全国铁路
运行图同步调整。

此次调图，该公司新增直通旅客列车
7 对；延长运行区段 8 对；变更运行区段
6.5 对；启用复兴号重联列车 3对；提升列
车等级 2 对。同时，新增武汉—青岛北
G4252/3 次、G4254/1 次，和郑州—焦作
C2997/8 次高峰线列车 2对；高峰线调整
列 车 运 行 区 段 1 对 ，郑 州 东 — 灵 宝 西
G9207/8次改为郑州东—洛阳龙门。

新增天津西站往返香港西九龙站高铁
列车1对，车次为G305/6次，其中G305次

郑州东站 14时 11分发车，21时 02分到达
香港西九龙站；G306次香港西九龙站9时
48分发车，16时 36分到达郑州东站。同
时，新增途经郑州发往西安、成都、兰州、上
海等方向的列车。

临近暑期，为服务热点方向旅客出行
需求，优化扩充部分线路列车运力，郑州东
—洛阳龙门D5611/12次改为高速动车组
列车，车次为 G6619/20 次；西安—杭州
1152/3次、1154/1次改为快速列车，车次
为K608/5次、K606/7次。

新图运行后，以下旅客列车停运：西安
北—宝鸡南D6827/06次；新郑机场—郑州
东C2842/3次、C2844/5次、C2846/7次、
C2872/1次；邓州—南阳4746次。③5

7月 10日起铁路调图

郑州去香港将更方便

易混专业

生物技术：理论与实践并重，培养能够应用自然科学及工

程学原理，对微生物、动物、植物体进行加工以提供产品来为社

会服务的专门人才。该专业偏重于培养应用型研发人才。

生物科学：偏向于理论研究，偏重于培养基础扎实、宽厚

的理论研究人才，毕业生可在海洋生化、医药卫生、环境保护、分

析检验、食品营养、酿造和发酵等相关部门从事生物化学和微生

物学方面的研究、教学、科技开发及经营管理等工作。③9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整理）

行政管理：主要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与道德修养，掌握行政

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

公共事业管理：主要培养具备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

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

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新闻学
VS

传播学
VS

广播电视学

行政管理
VS

公共事业管理

生物技术
VS

生物科学

毕业季来临，这些信息请查收

调节心理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月 12日，
郑州市公安局“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
号举报中心功能正式上线。群众可通
过“郑州警民通”微信平台，向警方举
报交通违法、涉黑涉恶等 5类违法犯
罪线索，警方经查证核实后将给予举

报人一定奖励。
交通违法举报范围是：机动车

违反禁止标线通行；机动车逆行；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
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机
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

道；机动车闯红灯。
涉外违法举报范围
是：偷越国（边）境

或 组 织 他 人
偷越国（边）

境；提供

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或出售出入
境证件；未按规定办理外国人出生登
记、死亡申报、居留证件登记事项变
更；外国人冒用他人出入境证件；未按
规定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外国
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
国人从事涉恐、涉暴、涉毒活动或与停
留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等。

涉毒违法举报范围是：吸食、注射
毒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走
私，非法运输、买卖易制毒化学品；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在逃重特大毒品
犯罪嫌疑人线索。

郑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群众关注“郑州警民通”微信公众号，
进入主界面“举报中心”，填写相关举
报信息后即可进行举报，举报人可随
时通过“举报记录”查询相关受理进
度。③8

“郑州警民通”举报中心上线
举报经核实后可获奖励

6月 12日，许昌学院的毕业生在校园里拍摄毕业照，为大学校园的青春时光留下美好的
回忆。⑨3 牛书培 摄

2018届大学毕业生
就业大数据出炉

2018届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

4624
元

2018届
大学毕业生月收入

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

市、中牟县、上街区

开封市：通许县、龙亭区、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

平顶山市：郏县、舞钢市

安阳市：安阳县

鹤壁市：淇县、淇滨区、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

新乡市：延津县

焦作市：沁阳市

濮阳市：台前县

许昌市：禹州市、长葛市、鄢陵

县、襄城县、魏都区、建安区

漯河市：临颍县

三门峡市：渑池县、灵宝市

商丘市：睢县

信阳市：息县、新县、光山县、

商城县

驻马店市：西平县

河南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拟命名为河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名单的公示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建设食

品安全省的意见》（豫政〔2018〕17

号），鼓励地方政府探索创新，落实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带动提升全

省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河南省食品安

全委员会部署开展省级食品安全县

创建试点工作。各创建试点县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和“四个最严”要求，加大

经费投入，夯实基层基础，狠抓源头

治理，严格监管执法，强化主体责

任，推动共创共治，探索积累了一批

行之有效的经验，形成了不少富有特

色的做法，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意

识明显增强，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明

显提高，群众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

经各县级政府申请、各省辖市政

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推荐，省政府食品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会同省政府食品

安全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进行评价

验收，34 个试点县达到省级食品安

全示范县标准要求。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

强社会监督，现将拟命名为河南省食

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名单予以公

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文

字形式(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向河

南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反映，内容要求真实有据。

公示时间：2019 年 6 月 13 日至

6月 27日（15天）

邮寄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熊儿

河路 79号A座 1705室

传真：0371-65566084

邮箱：hnspaqs@163.com

邮编：450018

河南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

2019年 6月 13日

拟命名为河南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