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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 记者从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这
个端午节，失业农民工吴桂
春在广东东莞图书馆的留
言让人感动，而人社部门积
极提供就业服务，帮助吴桂

春就业，也受到“点赞”。各地人社部门提供不断
线就业服务，这份“指南”请收好。

要了解就业创业政策和办事指南，可登录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网（www.mohrss.gov.cn）及各
地官网，或拨打12333电话咨询。

求职可登陆中国公共招聘网（job.mohrss. gov.
cn)、中国国家人才网（www.newjobs.com.cn）或各地
公共招聘网站查询招聘信息，也可到当地职业介
绍中心、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或街
道、社区人力资源劳动保障站（所）进行求职登记，
提出就业需求，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职业培
训信息等服务，还可到人社部门推荐认定的诚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求职。

如果打算创业，可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咨询
创业项目、创业政策，参加创业培训。符合条件的
还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申请入驻创
业孵化基地，获得开业指导、项目孵化、免费场地等
政策支持。

对于失业人员，可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
务服务平台（http://12333.gov.cn）或各地网上服务
平台在线办理失业登记，也可前往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现场办理。工作人员会介绍就业创业扶持政
策，提供职业指导，推荐就业岗位。如果符合就业
创业扶持政策或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工作人员
还将同步受理相关政策申请。

据人民网 6月 28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消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0年6月28日24
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吨分别
提高120元和110元。

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 0.09元，
95号汽油每升上调 0.10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
0.09元。此次调价会使私家车主用油成本小幅增
加，以油箱容量 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们
加满一箱油将多花4.5元左右；按市区百公里耗油
7-8升的车型，平均每行驶1千公里费用增加6.3-
7.2元左右。

下一轮调价周期来临之前（下一轮调价窗口
将于 7月 10日 24时开启），预计国内成品油市场
延续汽强柴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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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小长假期
间，位于西安回民街
的陕拾叁生意迎来
了小爆发。该店主
打的秦酥、原创中式
冰淇淋等特色产品
及传统醪糟、中华豆
腐、回坊咸蛋黄等特

色冰酪销量，均实现了线上线下双增长，
其中夜间销量提高了约40%。

入夏以来，全国的小店都在全力备
战“夜经济”，而支付宝等数字平台提供
的包括口碑美食优惠、超值团购、惠省
钱、消费券、公交地铁扫码等各种工具及
服务，则成为助力“夜经济”繁荣发展的

重要推手。
“对我们这样的成长型企业而言，更

需要支付宝的数字化平台支持。消费券
用支付宝补贴、消费者得实惠的方式能
有效为我们吸引客流，所以我们第一时
间报名。期待进入盛夏后，‘夜经济’能
让我们的营业额有更强劲的反弹。”陕拾
叁负责人白女士说。

“最近一个月，作为夜市必备工具，
支付宝的夜光收钱码销量提升了2倍，上
架 5万张瞬间被抢光，支付宝推出的小
店消费券也已吸引了 300 万小店报
名。”支付宝公关部工作人员刘璞华介
绍。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 600万家
数字小店夜间收入超过去年同期。

支付宝发布的端午“夜经济”报告显
示，今年端午夜间出行人数同比去年提高
了46%，人流的活跃让夜经济相比去年呈
现出了更强的增长活力，带动城市经济加
快复苏。在消费券等数字化工具的带动
下，各地小店积极备战“夜经济”，同时带
动全国十大城市夜市逆势增长，其中西安
回民街交易额同比增长居全国第一。

小店数字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夜经
济”越活跃。支付宝数据显示，端午假期
的夜间时段，深圳、东莞、广州、上海、郑
州、杭州、温州、成都、苏州、西安这十个城
市收入逆势增长的小店数量居全国最多。

随着端午假期“夜经济”被消费热情
点燃，在支付宝上过夜生活、夜间办事的

人也比去年端午有了显著增长。大多数
游客认为，白天逛街晚上逛支付宝，“数
字夜生活”成了端午新玩法。

“随着支付宝等数字生活平台的服
务不断普及与完善，越来越多的人也开
始享受‘数字夜生活’。”刘璞华说。支
付宝数据显示，端午期间，绿色交通也
是夜游族最爱的出行方式，全国范围内
扫码乘公交、地铁、共享单车的人数，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46%。

记者了解到，端午夜间出行人数最
多的十大城市是上海、西安、杭州、成都、
广州、南京、北京、合肥、武汉、天津，其中
多数也是“夜经济”最活跃的城市。

本报记者 牟影影

支付宝数字化服务活跃“夜经济”
西安小店收入逆势增长位居全国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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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拟从六方面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拟从六方面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

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安康市岚皋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和陕西
省11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6年以来，岚皋县已实施易地扶贫搬迁9262户30044
人，其中出村入镇、跨镇进城7651户25295人。

为了避免易地搬迁群众普遍存在的就业不充分、办事不方便、管理不到位等问
题，岚皋县将工作重点从“搬得出”，转向“稳得住”“能致富”，整合优化现有资源，创
立“睦邻之家”管理模式，在各安置小区建起党群服务站，联合或单独成立党支部，
依托市场开办便民超市、物流配送、金融电讯和幼托机构及老年活动中心，增设社
区卫生室与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开办四点半课堂，并根据需要开展技能培训、电商
孵化、图书阅览等服务项目。使易地搬迁群众与原住居民互融互通、互帮互助，过
上了有收入、有服务、有劲头的新生活。 陶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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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强）6月 24日，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发
布全省5月份水环境质量状况，27个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所
测项目均达标，水源达标率100%。

渭河干流、汉江干流、丹江干流、泾河水质良好，与上年
同期相比，水质无明显变化。昆明池水质良好，与上年同期
相比，水质有所好转。4个湖库中，石门水库和瀛湖水质优，
王瑶水库水质良好，红碱淖重度污染。

环境专家分析，1-5月全省水质总体良好，同比水质稳
中有升。5月北方河流从枯水期向平水期过渡，河流水量有
较大增长，为水质改善提供了条件；全省各级河长制的实施
等举措也对水质持续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省5月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达标率100%

据新华社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
性、保障性地位。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
提请于6月28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草案拟从六方面
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共修改补充30条。

据悉，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来
十分重视刑法的修改和完善工作。1997
年全面修订刑法以来先后通过了一个决
定、十个刑法修正案和十三个有关刑法的

法律解释，及时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和
明确适用。总体看，现行刑法适应当前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和预防、惩治犯
罪的需要。同时，也需要根据新任务、新
要求、新情况对刑法作出局部调整。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主要涉及六
方面内容：一是加大对安全生产犯罪的预
防惩治；二是完善惩治食品药品犯罪规
定；三是完善破坏金融秩序犯罪规定；四
是加强企业产权刑法保护；五是强化公共
卫生刑事法治保障；六是维护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加大对污染环境罪的惩处力度
等其他修改完善。

草案规定，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及公
共安全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有前款行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草案同时规定，对行驶中的公共交通
工具的驾驶人员使用暴力或者抢夺驾驶
操纵装置，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
危及公共安全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前款
规定的驾驶人员与他人互殴，危及公共安
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
为，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

草案规定，侮辱、诽谤英雄烈士，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草案强化公共卫生刑事法治保障，修

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将新冠肺炎等依法
确定的采取甲类传染病管理措施的传染
病，纳入本罪调整范围。为维护国家安全
和生物安全，防范生物威胁，与生物安全
法衔接，增加规定了三类犯罪行为：非法
从事人体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的犯罪；严
重危害国家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犯罪；非
法处置外来入侵物种的犯罪。还将以食
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除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三有野生动物”以外
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增加规
定为犯罪，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
卫生安全风险。

■侮辱、诽谤英烈行为拟规定为犯罪

■危及公共安全“高空抛物”“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或将入刑

“守护群众财产是我的职责。”在接
受采访时，安康市汉阴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城区中队教导员赵建群这样对记者
说道。

47岁的赵建群是汉阴县公安局打
击侵财犯罪专业队负责人，主要负责辖
区内的盗抢骗案件侦破工作。从警 24
年来，他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个人
二等功1次；2017年被评为“全省人民满
意的政法干警”，2018年被评为“安康市
新时代最美公务员”，2019年获得“三秦
最美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盗抢骗是辖区内发生最多的案件，
2018年 11月 15日，中铁十一局阳安复
线 2工区工地负责人报警称，堆放在工
地的 5000斤钢筋被盗。由于此案关系
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接警后，赵建群迅
速带领专业队民警会同蒲溪派出所民
警赶赴案发现场。经过20个小时奋战，
最终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在对
嫌疑人发案前后轨迹信息核查时，赵建

群发现嫌疑人案发后有同某废品收购站联系的情况，随即
带领民警前去检查，并在现场查获全部被盗钢筋。

止付是公安机关对涉嫌电信诈骗案件的银行卡以最快
速度制止交付，挽回群众损失的一种方法。2020年4月14
日汉阴县反诈中心挂牌成立，赵建群负责该中心具体工
作。当天赵建群就接到通知，汉阴县城关镇的雷某可能正
在被贷款类信息诈骗，接到通知后，赵建群一边研判案
情，一边通过多种渠道联系雷某，不厌其烦地对其劝解。
经查，雷某在互联网下载了一个贷款软件，申请贷款后，
客服提示银行卡号输错，让雷某交 14000元进行解冻，警
方最终成功拦截正在交易的钱款，让雷某免于受害。反诈
中心成立至今，共预警拦截涉嫌电信诈骗犯罪 6次，止付
银行账户66个，止付金额55万余元，为群众返还冻结资金5
万余元。

2013年以前，安康市还没有成型的电信诈骗案破案样
本，民警对此类案件处于无从下手的被动境地。赵建群主
动请缨，先后辗转五省市，历时三个月，成功破获了安康市
首例系列电信诈骗案——电白籍邵某等人系列电信诈骗
案，成为全市电信诈骗案件侦办的示范性案例。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赵建群总结出了以电信流和资金
流为主线，以视频、技侦、网侦、情报为手段，以定点抓捕和
架网布控为关键的“242”技战法。2013-2019年，赵建群和
队友们先后破获电信诈骗案93起，为群众挽回损失1000余
万元。 本报记者 赵院刚

弘扬劳动精神
奋力追赶超越
三秦最美人民警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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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通过《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预计下半年实施。其中，第三十五
条规定：鼓励公民自愿对处于困难的人
以适当方式提供帮助。因自愿实施紧急
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依
法不承担民事责任。

刚颁布的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因自
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而此次《南

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同样增加了“好
人法”的规定，不仅与民法典相呼应，从
制度层面肯定了见义勇为这一善行美
德，还给善良的救人者们吃了一颗定心
丸，切实保障了救人者的合法权益。“无
偿救人免责”条例值得点赞。

近年来，因救人而产生纠纷的案件
不在少数。从2017年辽宁沈阳一药店店
主对晕厥老人实施心肺复苏反被告，到

“扶不扶”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明明是见

义勇为做好事的救人者，却屡屡成为众
矢之的。切实保障救人者合法权益，出
台相关法律条例正当时。有了相关法律
条例的保障，在生命攸关的危急时刻，救
人者可以更加见义敢为，被救者也能多
一份生的希望。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无
偿救人免责”条例，能使越来越多的人自
动加入到见义勇为的行列中来，而没有

后顾之忧。
相信在“无偿救人免责”条例的加持

下，老人摔倒“扶不扶”、他人遇险“救不
救”等，都不再是困扰个体的两难选择，
我们的社会将会涌现出更多见义勇为的
善者。 （钱泳君）

为“无偿救人免责”条例点赞

近日，西安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第五保修厂与公交五公
司联合开展安全月技能竞赛暨比亚迪纯电动车辆故障技术
比武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修理工的技能水平，保障市民安
全、高效出行。 张青 汝玉琛 摄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6月 28日，记者从省发展改
革委获悉，端午假期我省重要商品市场货源充足，主
要副食品价格总体平稳，猪肉、水产品及部分蔬菜价
格小幅上涨。

据悉，端午节期间，食用油、白砂糖、牛奶及高档酒全
省平均销售价与节前持平，带鱼（冷冻）、鲤鱼价格均小幅
上涨，猪肉、鸡肉（白条鸡）的全省平均销售价分别上涨
4.08%和3.02%，其中猪肉价格每500克为26.97元。

我省农贸市场蔬菜销售价格监测显示，重点监测的23
种蔬菜市场平均价格为每 500克 2.84元。与节前相比，13
种蔬菜价格上涨，其中黄豆芽、大葱涨幅均在5%以上。

端午假期我省猪肉
及部分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国内成品油价格年内首次上调
加满一箱油将多花4.5元

近日近日，，岚皋县民主镇下河坝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居民石秀丽在岚皋县民主镇下河坝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居民石秀丽在
““睦邻之家睦邻之家””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电商平台直播带货。。

66月月2525日无人机拍摄的岚皋县城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日无人机拍摄的岚皋县城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