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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上午，由西安
市长安区文联、长安区五台
街道党工委、长安作家协会
和长安区朗诵协会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以“大美秦岭，山
水长安”为主题的诗歌朗诵
会，在石砭峪社区举办，来

自不同单位的上百人参加了
活动。活动既丰富了长安居
民的文化生活，又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提升
长安文化软实力发挥了积极
作用。

本报记者 兰增干 摄

韩瑞娟（身份证号：612301198002022786）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管理号：2017023610230000002307611117）遗失，声明作废。

马姣遗失西安交通大学（专业：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毕业证
书，证书编号：1069872018050002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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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坏了！”2月 25日下午
16时左右，华山北峰索道下站摆渡
车停靠点，一位已经坐到车上的客
人忽然喊了一声，然后迅速跳下
车，不顾一切地向山上跑去。

在北峰索道下站办公室里，
站长姜涛正在电脑前忙碌着，突
然，一个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说他把几十本护照丢了，急着返
回山上寻找，请姜涛行个方便，
允许他乘索道上去。

看着脸色煞白、虚汗直冒的
来客，姜涛忙问丢了多少本护
照、哪个国家的？客人说 27本、
韩国的。姜涛回答说护照有人捡
到了，让客人不要着急，客人惊
奇得瞪大了眼睛：“您怎么知
道？”“您一会儿就知道了。”姜涛

说，然后马上打电话和山上联
系，电话里对方说他们带着护照
马上就到。听说很快就能见到护
照，客人长嘘了一口气，一下子
瘫坐在沙发上。

不到十分钟，华山北峰管理
站站长张江鹏带着两名安保员来
到索道下站办公室，把装着护照
的塑料袋郑重地递到客人手中。
看着失而复得的护照，客人激动
得紧紧地拉住张江鹏的手，用不
太流利的汉语一个劲儿地说：“谢
谢，谢谢。”又掏出笔写下了一封
感谢信：本人不慎丢失了 27本护
照，张江鹏站长热情送还，万分
感谢。韩国导游：朴XX。

从发现护照丢失到重新找
回，仅仅只有十几分钟时间，怎

么会这么神奇？朴先生百思不得
其解。原来，25日下午15点30分
左右，北峰管理站安保员王健和
同事巡查到纪念亭附近时，发现
一张桌子上有一个漂亮的塑料
袋，仔细查看四周，空荡荡地没
有一个人，多年的安保工作经验
告诉他，这一定是哪个粗心的游
客丢失的物品。在几位同事的现
场见证下，王健打开塑料袋查
看，在看到里面内容的一瞬间，
大家都傻眼了，满满一袋子印着
外国文字的护照。

“丢了这么多护照，主人一
定急疯了！”王健马上打电话向北
峰管理站站长张江鹏汇报，感到
事态重大，张江鹏急忙在华山旅
游集团指挥中心群发布了请求协

助寻找失主的消息。在指挥中心
群发布消息后，张江鹏还是放心
不下，他又在自己的朋友圈和能
联系上的群里发布消息，发动所
有资源寻找失主。朴先生到北峰
索道下站办公室时，姜涛早已看
到了张江鹏发布的协查消息，在
核实了失主身份后，姜涛第一时
间告诉了朴先生喜讯。朴先生
说，如果这 27本护照真的丢了，
不说客人投诉引起的各种麻烦，
光是 27个客人在等待补证期间的
吃喝拉撒睡就会让他一年的辛勤
劳动付诸东流。

朴先生走后不久，韩国领使馆
的电话来了，对华山人热情送还护
照的行为表示衷心的感谢。

（秦永毅）

二十七本护照丢了之后……

公交志愿热心肠，客总“雷锋”站点忙。
3月1日，雷锋月第一天，来自西安公交客车总
厂团委的15名志愿者穿戴绶带、袖章、小红帽
不停地向过往市民、游客提供帮助。

本次“学雷锋 传爱心”活动紧扣专业特
长，围绕文明排队乘车、公交车辆安检、公交站
牌擦洗以及公交APP推广等内容展开，为市民
游客提供帮助的同时，更加了解西安，享受便
捷出行服务。 王晓利 牛佳良 摄

3月3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
火车站10余名女青年志愿者专程到安康市汉滨
区中心敬老院，为90名“五保”老人剪指甲、包饺
子、清洗卫生，让敬老院里充满幸福。楚安佳 摄

为了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和“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的志愿精神，近日，在中铁十二局集团南通西
站终合交通枢纽项目部工地上，南通市平潮镇人民
政府结合“路地共建、和谐共赢”理念，组织医院安
监、公安消防、文化计生、市场监管等八家单位为建
设者们开展现场诊疗、法律咨询、现场宣讲、消防常
识、用药安全等爱心服务活动，受到建设者们的欢
迎。图为医务志愿者给工人量血压。

石新茂 摄

又到3月5日，又是那个让人
喜忧交织的日子。当新时代“学
习雷锋”的号角再次吹响时，航天
人对雷锋精神更多了一份怀念与
思考。

曾 记 否 ？“ 学 习 雷 锋 好 榜
样，忠于革命忠于党”，上个世
纪六十年代我们老一辈航天人
唱着这一高昂的旋律，从繁华
的都市北京来到了秦岭深处，
开始了我国航天液体动力的开
拓之路。

对于航天人来说，传承雷锋
精神是融于血脉的一种自觉行为
和习惯，无论是在科技攻关的一
线，还是生产车间、试验大厅都
留下了一个个“雷锋身影”：有
视“发动机”为孩子的感动人物
陈建华；有“发动机”的拓荒牛老
专家葛李虎……一个个身边的雷
锋，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丰腴了航
天人“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精
神追求。

爱国、奋斗，奉献、敬业，是雷
锋精神的重要内核，这与航天三
大精神高度契合，一脉相承。从
某种程度来说，弘扬航天三大精
神，就是航天人立足岗位学雷锋、
继承发扬雷锋精神的最佳注释。

然而，在我们的周围，一些有
悖于雷锋精神的事件却屡屡发
生。工作作风不严不实，爱国奋
斗意识与敬业精神不强的现象仍
时有发生。这与建设航天强国，
打造世界一流宇航动力公司的责
任使命背道而驰。

当下，对我们航天人来说，学
习雷锋、弘扬雷锋精神，最为关键
的就是要立足岗位，学习雷锋的
敬业精神和“螺丝钉”精神。

自觉把个人的成才发展，融
入到航天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之
中，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
品质追求，融入到日常的工作
生活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
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刻苦学
习和钻研业务，做一个脚踏实
地的奋斗者，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对待工作，保持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 （梅小娟）

让雷锋精神永驻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2020年贫
困县全部摘帽。完成这一硬指标之后
对收入分配格局、乡村振兴有何影响？
农民变市民，1亿人进城落户是否会让
各地“人才争夺战”愈加激烈？应该明
确的是，1亿人进城，不是让农村紧缺急
需人才倾巢流出。

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人才
争夺战”的本质是抢占人力资源的制高
点，为未来发展蓄力。对于人才，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
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
换，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
而不强。强起来靠创新，创新靠人才。

有一部电影的台词，对人才的价值
也有这样的描述：21世纪，最宝贵的就
是人才。农民变市民，为城市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近两年来，全国的一些一

线城市、新一线城市等对于人才的渴望
到了极点，纷纷出台人才落户政策，鼓
励人才落地发展。

农民进城变市民的一部分人中，有
很多大学生、专业技工等人才，从乡村
出来到城市奋斗，他们不仅为落脚的城
市带去了劳动力，更带去了智慧。而城
市有了人才，有了高质量的人才，就意
味着城市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1亿人进城，农民变市民，哪个城市
能够抢先一步瓜分这一块“人才蛋糕”，
就会抢到发展的杆位。所以，城市之间
才会上演着不同的“抢人大战”。但这
样的“抢人大战”需要规范，需要在宏观
政策上适度进行掌控。

这样的现象愈演愈烈，第一个最直
接的影响就是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升
级。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城市之间
的发展差距在不同程度地缩小。而要
保持发展的领先位置，城市与城市之间
的竞争就需要靠产业来支撑，向高质量
方向发展。为了获得高质量的产业发
展，就需要引进不同类型的人才来执行
落地。城市发展既需要国际视野的各

类高端人才，也需要文化、教育等专业
人才，还需要各类专业技工人才。只有
聚集了这些人才，才有望在同类型与同
规模的城市竞争中脱颖而出。

第二个直接影响是带动城市消费，
给城市发展注入青春活力。改革开放
4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全国各地形成
了不同规模的大中小城市。我国人口
基数大，劳动力富裕，给各城市的发展
提供了各类人才。伴随收入的提高，他
们逐渐成为城市消费的主体。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发展水平有了差
距，比如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等这样
的经济中心，人才也逐步向这些经济发
达的地区聚集，拉动了当地城市的消
费。从最近各地对于人才开出的各项
吸引政策来看，城市吸纳人才，除了学
历最看重的就是年龄，要的就是年轻人
给城市带来的朝气和活力。

第三个方面是要对“抢人大战”进
行宏观政策调控。说到底，这样的抢人
大战是在和基层小城市和农村争夺人才
资源。一方面号召人才向基层倾斜，加
强基层建设，另一方面也在利用大城市

的优越条件从基层挖人。我们能否保证
小城市和农村紧缺急需的人才不会因此
倾巢流出？过去大城市招引人才首先是
归国博士、硕士，现在只要是博士、硕士、
本科生，就能无条件进入，还有的地方放
宽到大专和中专。这样下去，小城市和
基层农村如何留住人才？

因此，中央有关部门应当在宏观上
予以政策调控。互联网、大数据时代，
人才的分布以及闲置人才的数据是不
难得出的。希望目前的“抢人大战”不
要出现失控局面。我国的用人和人才
流动必须要有计划性，不能一股脑地推
向市场。这绝对不是强者为王的事情。
严格意义上讲，对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
区，应该制定人才保护计划，在留人上多
给予支持，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总之，“人才争夺战”愈加激烈的背
后，我们该思考一下：城市在抢到人才
之后，该如何人尽其才？中西部地区
的人才如何留住，如何发挥作用？各
项举措是否得当，是否需要与时俱进
的更新？这才是城乡协调发展的重点
和关键。 （陈里）

一亿人进城，会不会加剧“人才争夺战”？

本报讯（李媛）近日，智联招聘发布《智联
招聘2019春季人才流动报告》显示，2019年全
国春季招聘市场竞争激烈，求职人数同比上
升，西安等新一线城市最受求职者青睐，更多
的白领选择同样具有发展潜力且定居成本不
那么高昂的新一线城市来工作和生活。

由于年终奖效应，春节后一直都是一年
的招聘求职高峰。数据显示，2019年西安春
招期间，发布职位的企业数、在线职位数比去
年同期分别提升了13%和14%。新职业的衍
生，让职位种类日益丰富，企业发布的职位数
量随之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春招期间整
体的招聘需求人数降低了4%，在职位数增加
的基础上，需求人数的减少反映出企业对单
个岗位的人员招聘要求在提升，对单个人力
资本贡献的效能有了新的要求。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19年春招期间，全
国求职者的平均薪酬为8165元/月，比2018年
同期的7807元/月上涨5%。其中，基金、信托

等金融行业的平均薪酬最高，为11955元/月；
印刷、包装、造纸等行业平均薪酬最低，仅为
6167元/月元。

《报告》显示，西安等新一线城市最受求
职者青睐，吸引简历投递数量占比 38.98%，
其次才是一线城市，占比 28.36%，二线城市
吸引求职者的占比为20.11%，三四线及更小
的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也随着城市等级的下
降而减少。

近几年，以西安、武汉、杭州为代表的新
一线城市纷纷优化居住和职业发展环境，在
买房、就业、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比一线城市更
优渥的环境和条件，而一线城市则因为高昂
的房价和不够友好的居住出行体验让很多白
领也望而却步。

对于求职者来说，提升专业知识技能、累
积工作经验的同时，密切关注招聘市场整体
动向，把握好职业发展方向，才能在职场竞争
中掌握更多“筹码”。

本报讯（上官云 应妮）明
年，紫禁城将迎来600岁诞辰纪
念。故宫博物院4日透露，将推
出数十项优质展览，展现六百
岁紫禁城的魅力。

这些展览将在午门正殿及
东西雁翅楼、文华殿、武英殿、
东西六宫、神武门等处展出，其

中，备受追捧的《韩熙载夜宴
图》和《清明上河图》则将于
2020年再次与观众见面。

故宫博物院方面表示，在
紫禁城建成六百年来临之际，
故宫博物院将以更多元的形式、
更贴心的服务，为观众带来最好
的文化体验和博物馆之旅。

故宫庆明年600岁生日推出优质展览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王渭 郝雪莉）“又
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3
月3日，由华阴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的“魅力华阴 放飞梦想”第

二届风筝赛成功举行。
有 5 至 70 岁各年龄段的

15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吸引了
1000多名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华阴市举办第二届风筝赛

今年春季全国求职者平均薪酬8165元/月
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倍受求职者青睐

3 月 4 日，西安北站联合西安地铁运营
一中心团总支组织开展学雷锋月主题活
动。通过角色及岗位互换多种形式的沟通
交流，深化高地联动机制共建，促和谐“双
铁”便捷出行。图为钟楼地铁站值班员与西
安北站馨动长安服务组人员交流闸机故障
处理。 秦姝 张瀚杰 摄

据《人民日报》全国人大
代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清和近日透露：
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首列商用磁浮 3.0版列车正在
紧张研制当中，计划于 2020年
初下线。这款无人驾驶的磁浮
列车，设计时速200公里。

周清和告诉记者，相比时
速 100公里的 1.0版和时速 160
公里的 2.0版磁浮，磁浮 3.0版
列车在技术上有全新突破，采

用非接触感应供电取代有接触
供电轨，牵引电机从原有短定
子异步电机变换为长定子同步
电机，牵引逆变器也从车身底
部“挪”到了地面电站。磁浮
3.0版列车由地面运行控制系
统控制，可实现无人驾驶。车
地无线通信、在线状态监测、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能够实时
诊断车辆、轨道、供电等多方
面的故障，确保无人驾驶安全
可靠。

我国首列商用磁浮3.0版列车明年初下线

本报讯（靳鹏）3月 10日
下午 3时 30分，陕西长安竞技
俱乐部大秦之水足球队将坐镇
渭南体育中心迎战中甲联赛的
首个对手黑龙江火山鸣泉队。
据悉，为了方便西安的球迷前
往渭南为“西北狼”加油助威，
西安火车站将在新赛季陕西队

的每个主场比赛当天开通“球
迷共享专列”。

球迷专列将于 3月 10日中
午12时30分发车，于13时20分
抵达渭南。比赛完后于18 时30
分发车，“球迷共享专列”将返回
西安，抵达西安时间为 19 时 20
分，该趟专列单程票价为11元。

陕足新赛季主场设在渭南 将开球迷专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