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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湖南、江苏、江西等多地赏花经
济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花期
短、季节性强、产业链短、配套不完善、同质化竞
争等一系列问题。打造一系列我国自己的“普罗
旺斯”，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防止“昙花一现” 须延长花期让“月月有花”

虽然油菜花游渐渐进入尾声，但在“中国最美
乡村”江西婺源的篁岭鲜花小镇，游客依然络绎
不绝。为破解油菜花“一阵热”问题，去年，婺源
正式推出鲜花小镇产品项目，延长当地赏花经济
的热度。走进这个鲜花小镇，只见鲜花浸染了整
个村落，村庄的房屋外、道路旁、石阶上，都被鲜
花点缀着，洁白赛雪的梨花、嫣红欲滴的桃花、莺
莺絮语的樱花、富丽端庄的牡丹、紫色曼妙的三
角梅，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花世界。

篁岭鲜花小镇负责人说，小镇从 2 月底油菜
花开放持续到 8月夏菊花上市，月季、紫藤、荞麦、
马鞭草等主题花卉园轮番上市，给游客呈现了不
谢的花景，基本可以实现“月月赏花、季季采果、
时时观色、天天有客”。

防止“一次性消费” 须延伸产业链

“赏花经济红火的同时，也在暴露出内容单
一、粗放经营等问题。”湖南省新田县文旅委党组
书记骆月平指出，赏花经济如果仅仅停留在观
光、采摘、农家宴等浅层次开发上，难以持续发
展，加上农村交通、食宿等旅游配套仍不健全，也
容易让兴致勃勃的游客多有埋怨，甚至乘兴而
来、败兴而归，成为“一次性消费”。

为延长赏花经济产业链条，部分地方、景区也
早早行动。江苏兴化市旅游局负责人介绍，目前

当地正在千垛景区周边开发以“梦岛”为核心的
平旺湖，打造梦岛、水上街市、水上运动、水上剧
场、商业街、月亮桥酒店、观音山寺庙、民宿、低空
飞行等。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菜花游”季节
性瓶颈、产品单一、游客停留时间短的问题。

江苏无锡阳山镇则借用立体式旅游理念，打
造出了“春花、夏实、秋娱、冬浴”的四季游项目，
让游客每个季节来都有不同体验。“春天，万亩桃
花盛开，美不胜收；夏天，游客可以用吸管吸着吃
水蜜桃；秋天，有帐篷节，晚上躺在山脚下数星
星；冬天，可以泡露天温泉。”阳山镇镇长杨丹说，
随着四季游的快速发展，该镇第三产业的比重将
来有可能占到GDP总量的半壁江山。

不过，相比法国普罗旺斯，它不仅是世界有名
的薰衣草观赏胜地，还把薰衣草制作成香包、精
油、香水等，不断延长延伸产业链，我国的“赏花

经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跳出“花海复制”同质化竞争 须做出“新花样”

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张捷提醒，赏花经济
可重复性、可复制性大，各地要警惕同质化竞争，不
能盲目上马。张捷等多名业内人士指出，在赏花旅
游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必须种出特色，在可
选择种植品种有限的情况下，比拼的就是自然风
景、风土人情等赏花背景、营销手段的差异。

近年来，部分农村通过深挖当地民间民俗等
当地文化资源，规范乡村旅游开发建设，加快发
展避暑休闲、健康养生、山地户外、商务会展、汽
车露营、研学旅行、老年旅游等多元化旅游新业
态，开发出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品，
正在形成自身特色。

（周楠 陆华东 郭强 张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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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快讯

省电力公司职工技术创新硕果累累省电力公司职工技术创新硕果累累省电力公司职工技术创新硕果累累
本报讯（记者 鲜康）记者日前从国网

陕西省电力公司工会获悉，国网铜川供电
公司陈炳勤所在班组之所以能保持连续
18年的长期安全运行记录，就是因为有40
多项技术革新成果的支撑。

近年来，该公司把职工群众性创新活
动放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地位，
统筹管理，强力推进，先后投入 4800万元
支持广大职工在技术发明、技术革新、流程
再造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创新活动，500
余项技术发明、实用技术专利等创新成果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自 2012年起，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关

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建立健全
了职工技术创新工作管理机制，建成职工
技术创新基地，进一步推进劳模（职工）创
新工作室的创建。他们结合生产实际、认
真归纳劳模在带头示范和创新工作之间存
在的必然联系，制定《劳模（职工）创新工作
室管理办法》，每两年验收命名一批具有创
新引领、理念新颖、成效明显的创新工作室
并以劳模或创新带头人名字命名。截至目

前，该公司共创建技术研发、管理创新、科
研试验、技术培训等四大类创新工作室 70
个，广大职工的创新意识不断增强，“我要
创新，人人创新”的氛围日益浓厚。

全国劳模、党的十九大代表周红亮劳
模创新工作室，立足省内超（特）高压输电
线路运检工作特点，发明了输电线路耐张
玻璃复合绝缘子托瓶架、遥控式分流器、智
能除障机器人等10多项成果，其中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2项。王森劳模创新工作室常
年致力于电网接地工程技术研究，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16项。众多创新成果的产生，
带动和提升了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安全生
产和运行质量得到保证，促使企业生产经
营稳定增长。去年，该公司完成售电量
1086.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综合业
绩考核位列国网公司A级。

据悉，从今年起，该公司将加快职工技
术创新优秀成果转化工作，探索建立“互联
网+创新工作室”等，逐步推动劳模（职工）
创新工作室向县公司层面延伸，力争 50%
的县级公司建成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

新闻新闻新闻

中铁十二局四公司混凝土第二分公
司京新拌合站地处新疆哈密市伊吾县，
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气候多变，但工人

们不畏艰苦，攻坚克难，确保安全及时供
应混凝土。图为该公司职工近日在浇注
预制梁。 刘正到 王慧春 摄

又迎一年“毕业季”，820 多万高校毕
业生将走出校园，步入社会。在各地争相
引才的“抢人大战”中，毕业生的就业创业
选择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毕业生来讲，该
如何选择自己生活发展的城市？

就业创业“礼包”！20余城掀“抢人大战”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一直被社会所
关注。今年3月，人社部印发了《关于做好
2018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通知》。通知要求，各地要坚定不移把政策
落实作为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主线。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与经济
政策、引才引智政策有机结合，多渠道开发
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

除了国家层面给出的政策保障，多地
掀起的“抢人大战”也给毕业生送上了一份

“大礼包”。
满足相关要求即可落户、租房买房都

有优惠、高额的就业创业补贴、指导性最低

年薪标准……南京、西安、武汉、成都、石
家庄等 20多个城市纷纷给出相关优惠
政策，城市“抢人大战”也成为今年毕业
季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多地掀起“抢人大战”的背景下，
今年，高校毕业生该做何选择呢？

“抢人大战”中，毕业生该做何选择？

魏宏岭来自河南，是北京邮电大学即
将毕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他告诉笔者，
自己找工作比较倾向于长三角地区，因为
本科曾在那边就读，很喜欢当地的生活文
化氛围。

“如果北京上海有特别好的机会我也
不会放弃，但我更想去长三角的新一线城
市发展，南京、苏州、杭州都不错。”在魏宏岭
看来，这些城市发展潜力大，生活环境好，还
有“抢人大战”带来的一系列政策优惠。

“户口是一件大事。”在魏宏岭看来，北
京的落户难度比较大，与其一直做“北漂”，
不如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城市并尽快站稳
脚跟。

郭同菲来自四川内江，她 2011年考入
四川大学，今年即将硕士毕业。她告诉笔
者，自己这几年来一直都想留在成都，“这
里不但离家近，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很好。”

“‘抢人大战’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好
的福利，现在毕业后再也不用考虑怎么落
户的问题了。”郭同菲说。

同时，也有毕业生表现出了对“抢人大
战”的纠结。本科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今
年即将从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李婷
一直学习会计，也在校招中拿到了北京一
家公司财务岗位的 offer。她就认为，自己
最看重的还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和个人
价值的实现。

“我关注到了‘抢人大战’，武汉给出
的政策很有吸引力，我对这个城市很有
感情，也想过要回去，但我还是觉得在北
京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不容易，这个机
会不能放弃。”

在她看来，北京的资源优势还是要比
武汉明显，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能有在
大城市学习打拼的机会还是要把握。

学者：
不要执着于待遇，更应注重城市发展环境

对于不少高校毕业生来讲，初出校门，
选择去哪个城市发展，也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

笔者近日在北京某高校内的一场“双
选会”上注意到，相比于部分北京企业展位

前的“人山人海”，也有一些京外企业的展
位则“门前冷落”。

据天津一家公司在现场招聘的负责人
介绍，相比于公司在其他城市的招聘进展，
目前公司在北京招聘工作的确“稍有困
难”。她说，公司虽然为求职者提供天津户
口以及一系列福利，但是更多同学还是比
较钟情北京的岗位。

那么，选择城市对于毕业生来讲有多
重要？又应该如何选择心仪的城市？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
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毕业生选择城市的
时候，不要过度执着于工资待遇，更应该注
重城市的发展环境。

在他看来，对于年轻人来说，最好选择
发展空间大、同时走在自己所在行业前沿
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有利于毕业生在较好
的环境中接受洗礼和锻炼，更有利于激发
自身发展的潜力。”张宝义称。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
笔者谈到，毕业生在选择城市的时候要有
长远的目光，不仅要整体考虑该城市是否
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岗位，同时也要关
注在岗位不合适的情况下，是否具备足够
的调整空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
物为化名） （冷昊阳）

“抢人大战”中820万高校毕业生该如何选择？

本报讯（海花）加快特色小
城镇建设，是陕西省委、省政府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日前，
我省对评选出的 10个重点示范
镇和 10个文化旅游名镇（街区）
建设先进镇，每个镇奖励 100万
元；对评选出的 10 个市级重点
镇建设先进镇，采取“以奖代
补”方式一次性奖励每个镇 600
万元专项资金和 600 亩城乡建
设增减挂钩用地指标、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

经综合考核，省政府通报表
彰眉县汤峪镇、杨陵区五泉镇、
宝塔区河庄坪镇、蓝田县汤峪
镇、黄陵县店头镇、延川县永坪
镇、南郑区大河坎镇、凤翔县柳

林镇、阎良区关山镇、长武县亭
口镇等10个镇为2017年度省级
重点示范镇建设先进镇；宁强
县青木川镇、山阳县漫川关镇、
绥德县名州街区、丹凤县棣花
镇、勉县武侯镇、延川县文安驿
镇、旬阳县蜀河镇、石泉县城关
街区、镇安县云盖寺镇、洋县华
阳镇等 10 个镇（街区）为 2017
年度文化旅游名镇（街区）建设
先进镇（街区）；平利县长安镇、
陈仓区周原镇、韩城市西庄镇、
蓝田县华胥镇、神木市大保当
镇、洛南县四皓街办、延川县乾
坤湾镇、临渭区下邽镇、城固县
桔园镇、泾河新城泾干镇（茯茶
小镇）等 10 个镇为 2017 年度市
级重点镇建设先进镇。

我省一批特色小镇每镇获百万奖励

具备示范应用能力的5G终端将在明年推出
据新华社电 在 22 日于福

州开幕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
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发布了中国
5G 发展的“时间表”。其中，具
备示范应用能力的 5G终端最早
将在明年下半年推出。

对于 5G 应用的“时间表”，
闻库说，我国于 2016 年初启动
5G 技术研究试验，分阶段有序

推进 5G 产业发展。其中，2016
年 9月完成第一阶段（关键技术
验证）测试；2017年 12月完成第
二阶段（技术方案验证）测试；
2018 年启动第三阶段（系统验
证）测试，制定并发布第三阶段试
验第一批规范，成为5G预商用设
备研发与测试的重要依据。目
前，华为、爱立信等系统设备厂商
积极参与，推动5G产品研发。

人社部签发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
据新华社电 人社部 22 日

在福州签发首张全国统一的电
子社保卡，标志着社保卡线上
线下全面打通，一个社保卡多
元化服务生态圈正在形成。

新上线的电子社保卡作为
社保卡线上应用的有效电子凭
证，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并实
现全国通用，具有身份凭证、信息
记录、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

及待遇领取、金融支付等功能。
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

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1.2亿人，普
及率达 80.6%，被广泛应用于医
保、养老、就业等领域。人社部
信息中心主任翟燕立表示，随着
电子社保卡的推出，社保卡线上
线下应用结合将更加紧密，实现
全国和线上线下“一卡通行”，给
群众带来更大的便利。

本报讯（通讯员 温婷）日前，陕建一建集团第五
公司首次举办了项目商务经理竞聘会，10余名造价员
参加竞聘。竞聘人员采用 PPT演讲的方式从个人基
本情况、对岗位的认识、竞争优势及劣势、履职设想
及承诺四个方面进行了演讲，变“相马”为“竞马”，充
分体现了敢于挑战自我的良好精神风貌。

项目商务经理是五公司首次设立的项目岗位，
主要负责项目的商务谈判、变更签证以及合同条款
的把控，在项目成本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陕建一建集团五公司

开展项目商务经理竞聘上岗

本报讯（通讯员 刘程程）日前，陕西法士特汽车
传动集团公司与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在汽车传动工程
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集团公司总经理马旭耀
与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巨拴科作为双方代表签约。

截至 2017 年，法士特拥有有效专利 846 件，PCT
专利 17 件，注册商标 136 件。按照协议内容，省知
识产权局对法士特在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
标准化和变速器及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知识产权密
集型产业培育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全面提升企业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水平，创建国家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

法士特与陕西省知识产权局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谭永良）连日来，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公司绥德供电段紧盯防洪关键，狠抓教
育培训、明确排查重点，强化应急演练等举措，全
力确保今年防洪工作万无一失。

该段利用班前学习会、交班会等形式，认真传
达集团公司“4·16”防洪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使广
大干部职工全面掌握今年防洪严峻形势和要求，
牢固树立“防大洪、抗大汛”的责任意识，全力以赴
确保实现第十四个防洪安全年。

该段制定防洪培训方案，开展防洪知识考试。
对“一处一案”“雨中雨后巡视”“五位一体”等关键
内容逐人考试验印，确保培训取得实效。该段还
加强对接触网、电力、变电设备基础、护坡、危石、
施工改造新立支柱、高填方、土质松软易塌陷沙漠
等地段开展拉网式排查，分类汇总分析，制定回填
夯实等防洪整治方案和保安措施，全面提升设备
抗洪能力。

绥德供电段

积极做好防洪准备工作

4月20日，铜川供电公司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宜
君县云梦乡县口村，为38户贫困户分发猪仔并开展养
殖产业经验交流会。 王同利 牛晓宁 摄

4月20日，来自西安、咸阳、遵义等地的300多位
名流商贾云集西安，参加“中国标准 世界价值——世
界烈酒头牌产区论坛暨遵义双十名酒”推介大会，
来自仁怀酒协专家委员会的 9 位大师现场为到场嘉
宾们演绎了酱香白酒勾调九道礼。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2 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部署
2018 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
动。今年，全国将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
以增强全民应急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质、提高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为目标，以
强化安全红线意识、落实安全责任、推进依法治理、
深化专项整治、深化改革创新等为重点内容，切实
推动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进社区、进
农村、进家庭、进公共场所。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安全生产
月”活动将于今年 6 月在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有关中央企业
同时开展。活动期间，全国将组织开展安全发展主
题宣讲、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新闻宣传和专家宣
讲、应急演练、事故和灾害警示教育、网上安全文化
精品博览等 6项活动。

这位负责人表示，“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将于
今年 5 月至 12 月在全国各地同时展开。活动期间
将深入基层单位和重点企业，聚焦“一带一路”、安
全责任、科技强安、依法治安等 4 个主题开展活动，
推动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落实。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将
“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纳入年度安全
生产工作计划，要研究制定宣传报道议题，挖掘总结一
批典型做法和特色活动，展示推广，交流借鉴，在全社
会营造参与安全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叶昊鸣)

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开展

““““赏花经济赏花经济赏花经济赏花经济””””如何花好常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