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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郝黎俊）贪小便宜
吃大亏，为省票钱，男子鲜某屡次
用“买短乘长”的乘车方式从榆林
到安康，被民警查获后，不仅要补
交票钱，还使得自己身陷囹圄又
被列入铁路失信“黑名单”。

2019年5月18日上午7时30
分许，k997次列车停靠在安康车
站后，旅客们陆续出站。安康铁
路公安处安康站派出所民警在出
站口开展查缉工作时，发现一中
年男子眼神躲闪、神色慌张。上
前进行盘问后，民警发现该男子
持有的两张车票分别为 17日晚
上 k997次榆林到延安及 18日早
上k352次安康到十堰，均与k997

次到站区间安康站不符。而后民
警对该男子进一步审查，得知其
叫鲜某，今年 44岁，湖北省十堰
市房县人，是十堰市某汽车城的
司机，长期负责从湖北十堰送汽
车到陕北某 4S店。民警通过调
取鲜某近三月的乘车记录，发现
其自4月份以来多次购买当日榆
林到延安、次日安康到十堰的车
票。经过讯问，鲜某也承认自己
在列车上通过躲藏的方式，躲避
列车员的多次查票，又利用安康
车站 k997次到站与 k352次开车
时间极为接近的便利，进行中转
换乘，逃避出站检票。不料当日
k352次列车到站晚点，鲜某遂在

出站时被查个正着。
由于鲜某多次恶意逃票，其

行为已经涉嫌诈骗铁路票款。目
前鲜某不仅要补缴票款，还被安
康铁警处以行政拘留 5 日，同时
被列入限制乘坐火车铁路失信人

“黑名单”。
近期，“买短乘长”话题引起

了社会广泛关注。“买短乘长”即
买短乘车票，越站乘车，以达到省
钱的目的，这种逃票行为不仅影
响铁路运营秩序，也是一种违法
行为。轻者将被纳入铁路失信人
员名单，重者会因诈骗被处以治
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被追究
刑事责任。

男子多次“买短乘长”被行拘
并列入失信“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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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楼下
的便利店解决早
餐已是不少年轻
白 领 的 生 活 常
态。粥、寿司、饭
团、包子、豆浆等
花式早餐，花费在
6 至 10 元就能解

决。而午餐和晚餐有时点外卖，有时在便
利店购买性价比更高的热餐或盒饭，后者
的成本一般可控制在20元内。

如今，独居的“空巢青年”们不愿意把
宝贵的休闲时间花在做饭上，随着热餐的
引进，便利店成了新的“城市厨房”。

《2018年中国新餐饮消费趋势研究报

告》的数据显示：42.5%受访的 90 后每
周在家做饭次数少于 4次，且每月在家
做饭少于 3次的比重是其他年龄段的两
倍以上。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
员赖阳表示，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消费结构和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人们
在家做饭或者就餐的比例在逐步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准成品销售越来越多，
代餐、简食受到欢迎，外卖代替了大量
的家庭就餐需求，以及外出就餐比例的
增加。

消费者的喜好犹如无形的手，重新分
割着餐饮市场的“大蛋糕”。近日，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便利
店 TOP100”显示，在过去的三年 (2016

年-2018年)，便利店业态在整个零售业态
中处于最快的增长水平，平均增长速度达
到了 18%，这也显示出了便利店业态蓬勃
的发展势头。据了解，以“新物种”便利蜂
为例，其门店数量年均增长近 10倍，并且
正在不断加大在餐饮领域的研发投入，在
上海等地成为第一家售卖热餐的便利店，
建构了一个由荤素、口味、配料、价格等因
素组成的特殊“热餐矩阵”，通过大数据分
析，优化菜品上新。

据了解，便利店“热餐”的鲜肉、
蔬菜均采购自中粮、顺鑫、福成五丰等
企业，并采用金龙鱼非转基因大豆一级
压榨食用油等品牌食材。全套生产线购
自日本，炒菜使用的蒸汽锅能够保证温

度均匀，防止传统炒锅受热不均造成的
食品安全隐患。为确保加工好的食材安
全配送至门店，冷链物流车上安装了GPS
和蓝牙温度计，可以在后台实时监控车
内温度，发现异常会自动报警，食材也
会被当即废弃或被门店拒收。更加苛刻
的是，如果加工好的热餐4小时后仍未售
出，鲜食 PAD会自动报警，提示店员在
摄像头下废弃。

年轻消费者虽然追求便捷，但要求并
未因此降低，就是“不仅要吃饱，还要吃
好”。这对便利店等新型餐饮业态提出了
挑战。相信随着热餐、便当等餐食品质的
不断提升，便利店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城市厨房”。 （陈斯）

白领偏爱热餐 便利店成“城市厨房”

近来在古城西安，“陪购师”
这个新型的职业正在悄然兴起，
他们以专业的知识、敏锐的视角，

以及时尚的见解诠释着形象美
学可视化，成为了不少客户的

“形象魔法师”。 陈飞波 摄

5 月 21 日上午，红色传记纪
录片《我的爷爷刘忠江》开机启动
仪式在西安举行。该片通过宏大
的叙事，细腻的记录，感人的故

事，独特的视角，纪录片画传同步
创作，讲述了刘忠江如何从陕西
富平县一名贫困的农家子弟，一
步步成长为西北野战军“老虎团”

尖刀班班长，并在解放西安、扶眉
战役和兰州战役中立下赫赫战
功，预计将在国庆节前夕制作完
成。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5月20日下午，西安市阎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区总工会、区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举行了阎良区2019
年工资集体协商“春季要约行动”启动仪式。

据了解，截至2018年底，全区共签订集体合同和工
资集体协议各 229 份，覆盖企业 282 家，覆盖职工 9060
人，集体合同覆盖率及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均达到96%
以上。 周敏 摄

“如果领导晚上 8 点走，你要等到他出
办公室的一刻，看见的是你在读文件或者敲
键盘的画面。如果他问你‘还不下班啊’，你
就说还有点事要提前做好准备……”一名地
方国企工作人员说，这是自己“刷存在”的小
秘密，“没办法，现在就是这种风气，只是为
了在领导面前混个脸熟”。（5月17日《半月
谈》）

“加班不做事”“领导不走我不走”，加班
只是为了在领导面前刷一下存在感。这类
形式主义加班现象其实相当普遍，甚至在一
些以创新见长、不需要员工打卡签到的互联
网企业中也存在。

勤劳、上进、认真负责、热爱工作、热爱
单位，这些是评价员工的基本指标。但这些
评价指标在操作过程中却走向了误区，遭到
了异化和扭曲。很多单位、很多领导简单地
把员工自愿加班、主动加班、无偿加班当成
评价员工勤劳、有上进心、热爱工作、热爱单
位等指标的衡量标准，加班员工成了职场晋
升优先考虑对象，至于在“加班”时间里干什
么、有没有为单位创造出良好业绩并不重
要。反之，即便员工工作效率很高，在八小
时之内顺利完成了工作任务，为单位创造出
了良好效益，但只要选择按时下班，在领导
下班之前先下班，这种职场态度和方式就很
难被评价为优秀员工，职场晋升受阻。这种
畸形的“职场文化”“加班文化”，逼得员工为
了考核合格、顺利晋升，不得不选择形式主
义加班，在领导面前刷存在感，让领导看到
他们在工作、“爱”工作。

可见，要终结形式主义加班现象，让广大普通员工
从形式主义加班中解脱出来，实现工作与家庭两不误，
享受工作与生活，就必须从源头铲除畸形的“加班文化”

“职场文化”。这需要的是单位各个级别的领导改变对
员工的评价标准，不以加班论英雄，更不能以加班时间
长短论英雄。 （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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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旭）5月 20日下
午，西安市召开全市征兵工作推
进会，对近期征兵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2019年西安市征兵要求高
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男性年龄
为当年12月31日前年满18至22

周岁，高校毕业生可放宽至 24
周岁，女性年龄为当年 12月 31
日前年满 18 至 22 周岁。男兵
报名时间为 1 月 10 日至 8月 5
日，女兵报名时间为6月25日至
8月5日。

大学生应征入伍享受“优先

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考、优先审
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的政策，
高校新生、在校生、毕业生应征入
伍均可享受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待遇，同时，
高校新生、在校生还可享受学籍
保留、退役复学相关政策。

本报讯（姜晗）5月 18日 10
时18 分，随着中铁二十局六公司
建设者精准地将最后一片 40米
预制梁吊装到位，陕西省县县通
高速的重要一环——黄蒲高速公
路上王沟大桥提前30 天贯通，成
为全线首座贯通的大桥。

起于延安市黄龙县，止于渭
南市蒲城县的黄蒲高速公路是国
家榆（林）蓝（田）高速公路和陕西

省规划主骨架网“六纵五横”中的
主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 81公
里，设计时速100公里，建成通车
后，将实现陕西省“十三五”县县
通高速的目标。

面对线路穿越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地形破碎、沟壑纵横、路
陡弯急等施工难题，该公司科学
组织施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协
作配合，确保施工建设顺利推进。

中铁二十局六公司黄蒲高速公路上王沟大桥提前贯通

中铁电气化局包西线第一阶段集中修圆满完工
本报讯（李国伟 王琪）4月

9日至 5月 17日，中铁电气化局
运管公司西延维管处绥德工务段
组织开展了以“弘扬工匠精神·做
最美运管人”为主旨的包西铁路
线第一阶段集中修施工。

据悉，此次“集中修”绥德工
务段采取了“大兵团”作业模式，

投入新型工装，从现场前期调查、
技术交底、项目分工负责着手，将
管内 5组大型养路机械合理安
排，结合列车通过时段，同步开展
维修病害整治。创造了 31公里
轨检无隐患故障的好成绩，全面
提升了设备强度，为铁路安全运
输打下坚实的基础。

西安高校男毕业生入伍年龄放宽至24周岁

本报讯（刘芳芳）5月 18日
至19日，榆林地区出现暴雨大风
强对流天气，为保障供电可靠性，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积极应对，全
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对客
户可靠供电。

该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

障工作，组织输电运检人员增加
对输电线路的巡视频率，重点对
线路舞动易发区、大跨越段线路
设备等输变电线路开展特殊巡视
并及时消缺。对强对流天气导致
的受损设备及时组织抢修，确保
电网运行平稳。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积极应对暴雨大风天气

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5月 21日，省委宣传
部与省委文明办共同举办“加强诚信陕西建设 提升诚
信建设水平”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省民政厅通报了
我省2018年非法社会组织专项治理情况。

据悉，目前我省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有2.9万家，截
至 2018年底，全省共排查出非法社会组织 809家（自行
解散 51家，劝散 257家，取缔 320家，引导登记 181家），
其中打击冠以“中华”“中国”“全国”的非法社会组织10
家，取缔利用“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开展活动的非法社
会组织4家，形成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的高压态势。

渭南市依据在排查中发现的“中国三农为农民办理
养老退休”宣传彩页为线索，排查出涉嫌诈骗的非法社
会组织“中国三农西部农业养老中心”；宝鸡市民政局、
公安局联合查处了打着“精准扶贫”旗号进行诈骗的非
法社会组织“为人民服务精准扶贫基金会”，依法抓捕犯
罪人员20名，冻结赃款200余万元；汉中市民政局、公安
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查处了伪造社会组织证书、
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汉中市张继中医大药房”。

我省去年排查非法社会组织809家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18年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2018年城镇非私
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82461元，城镇私
营单位49575元，分别增长了11%和8.3%。

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数据后都想直呼：
“原来我的工资拖后腿了。”但其实，直接“对
标”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并不是了解自己实际
工资情况的好方式。

调研国民在企业、行业、城乡、地域四个
维度上的平均工资数差异后发现，差距在各
个方面都存在，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
结果，也符合劳动力市场规律。但同时国家
也在综合运用最低工资规定、社会福利改善
等手段调控差距。因此，分地区、分行业工资
水平的“对号入座”，才能更准确地搞清楚自
己的工资水平处在什么位置。

数据分析发现，2018年，作为很多人主
要收入来源的工资收入，城乡居民对其“依
赖”程度存在不同，农民年总收入中的工资
收入占比在提升，城市人的占比却在下降；
在城市，平均薪资月入过万的行业正在逐
年增多，但有些行业涨工资的节奏犹如坐
过山车。

企业比较
城镇私营单位员工工资增速“六连降”后回升

这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资数据是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的，分为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

位。两个经济部门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继续保
持着增长态势。

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为82461元，比上年增长11.0%，增速比上
年加快 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7%；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49575元，比上年增长 8.3%，增速比上年加快
1.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1%。

不过，2018年最显著的不同是私营单位
员工工资在增速“六连降”后，出现了明显的
回升态势。2018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 8.3%，增速比 2017年提
高1.5个百分点。

不过，2018年，私营与非私营单位工资增
速“缺口”收窄0.5个百分点，两者间收入增速
差距缩小。有分析认为，定向降准、减税降费
等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激烈性
政策措施发挥了作用。

城乡比较
农民工资提升改善城乡收入差

除了讨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农村地区的工资收入也值得注意。数据显
示，2018年农村居民工资比城镇居民涨得快。
按照现行的城乡住户调查制度，居民总收入
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居民收入

和消费支出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全国
居民平均工资性收入 15829元，比上年增长
8.3%，约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6.1%。

其中，城镇居民平均工资性收入 23792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7.2%，占总收入的
60.6%；农村居民平均工资性收入 5996元，比
上年名义增长9.1%，占总收入的41.0%。

梳理近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及
总收入结构数据发现，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
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来源；但近年来城乡的
工薪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差距在缩小，城
镇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而农村
因为农民工外出打工挣钱叠加人力成本上
升，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
升。农村工资收入的提升有利于改善城乡收
入差距。

行业比较
涨工资的节奏也差很大

在总体保持增长利好的环境中，各行各
业年平均工资的增长水平却不太一样。

2018年，无论非私营还是私营单位，年
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均为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

其中，在非私营单位，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三个行业员工的年平均工资分别达

147678元、129837元、123343元，跨入“月入过
万“的高收入群体行列，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1.79倍、1.57倍和1.5倍。近三年来，员工平
均工资月入过万的行业一年增加一个。

除了看工资额的高低，工资的涨幅趋势
能让人更好地了解未来趋势。通过梳理近10
年各行业工资年增长率数据发现，绝大部分
行业员工的平均工资都处于上涨的态势，涨
幅基本在每年5%以上。但从整体看，过去10
年中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我国城镇非私
营单位员工工资增速出现了集体波动；而
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正在经历“底部波动”。
2014年全面推行结构性改革，以及开始进入
经济新常态。

具体行业而言，有些行业的涨工资节奏
很“任性”。近年处于调整期的非私营单位采
矿业、私营单位的金融业，工资年增长率都处
于较大波动状态；而非私营单位的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和私营单位的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相比较而言则保持着
最稳定的增长。

地域比较
平均工资收入和地区经济水平基本一致

比较中国人的工资，除了以上的比较维
度，地域的差别显然不能忽视。真实的中国，
既有北上广深这样比肩世界大都市的一线城
市，也有落后的欠发达地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单位2018年
平均工资数据，分四大区域看，无论私营单位
或非私营单位，东部地区毫无意外拥有最高
的年平均工资水平，而东北地区城镇单位员
工则是国内年平均工资最低的。

具体到各省份，由于各省经济产业构成
和历史发展背景等差异，居民平均工资性收
入及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在全国各省市中也有
显著的差别。

《中国统计年鉴2018》公布的数据展示了
更为细分的省级工资收入差，数据显示，居民
工资性收入较高的省份均为东部省份。

2017年，广东省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达70%，为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的省；而云南
省的工资收入占比为0.46%，为工资性收入占
比最小的省。

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副司长
孟灿文介绍，2018年，有近半数省份提高了
最低工资标准，一些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增幅
较大，如广东省从 1300元涨至 1550元，增
长 19.2%。最低工资规定和社会福利状况
改善这类政府干预手段，对缩小收入差距
会发挥作用。 （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