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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生 王诗婕）10 月 26
日，笔者从西安市政府举办的发布会获
悉，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西安场馆建设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西安地区共建25个
场馆、3个配套设施、1条马拉松赛道。

其中，具体场馆分别为：西安奥体中
心体育场、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西安奥
体中心游泳跳水馆、阎良石川河极限运
动中心攀岩、滑板场地、西安城市运动公
园体育馆、西安城市运动公园室外三人

制篮球比赛场地和西安秦岭国际高尔夫
球比赛场地等。

据悉，西安奥体中心项目总用地
1089亩，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计划投
资约79亿元，包括“一场两馆”（即6万座
的体育场、1.8万座的体育馆和4000座的
游泳跳水馆），是全国首个实现 5G网络
全覆盖的智慧体育场馆，也是国内同期
开工的工程量最大、设计标准最高、建设
进度最快的工程项目之一。

十四运会西安地区共建25个场馆

本报讯（记者 刘强）近日，陕西省生
态环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0年
全省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情况。

近年来，陕西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深化
环评领域“放管服”改革，在“三线一单”编
制、环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
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目前，陕西省完成了
包括《陕西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报告》和《陕西省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图集》的“三线一单”编制成果，初步划定
环境管控单元 1387个，制定省域、三大片
区（陕北、关中、陕南）、市（区）和具体单元
四个层级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明确提出普
适性和针对性的要求6027条。

截至 9月底，全省告知承诺制审批项
目387个，实施环评豁免项目1196个。全
省共审批 3391个项目环评文件，涉及投
资约5410.17亿元，有力推动复工复产。

我省今年环评管理审批项目3391个

本报讯（记者 刘强）10月 24日，由
陕西省工商联主办，陕西省健康养老产
业协会、西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管理
服务中心、陕西省商业联合会新闻宣传
中心承办的 2020首届陕西健康养老产业
大会暨《我的父亲母亲》征文颁奖典礼在
西安举行。

在本次活动中，省工商联和省健康养
老产业协会表彰了协会抗疫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并为《我的父亲母亲》征文大赛
获奖者颁奖。

同时，产业大会发起敬老爱老共同倡
议，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老龄化，牵手老年
人，温暖夕阳红。

首届陕西健康养老产业大会举行

新闻新闻新闻

据媒体报道，京沪高铁官方
日前透露，今年年底前，京沪高
铁将推出“静音车厢”及计次季
票等新型票制产品系列服务新
举措，同步实施灵活折扣、有升
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为旅客
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很多乘客都苦于车厢内的
噪音久矣。也正因如此，此次京
沪高铁试点“静音车厢服务”，得
到了很多人的积极呼应与正面
肯定。

据了解，“静音车厢服务”坚
持自愿原则，愿意遵守相应行为
规范的旅客，通过 12306 网站和
手机客户端等购票时可自行选
择“静音车厢”。自愿选择，自觉
遵守，显然也能起到“人以群分”
的作用——大家都怕吵闹，都想
安静，那就同处一厢、互不相扰，

共同维护好“静音车厢”的安静
环境；如果有人不愿遵守，那也
有 理 由 把 他“ 请 ”出“ 静 音 车
厢”，减少乘客间因为噪音问题
引发的矛盾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设置了“静
音车厢”，不意味着其他车厢就能
是“噪音车厢”，这些车厢的乘客
就能不管不顾，被人质问了、投诉
了能怼以“怎么不去静音车厢”。

这也需要管理者做好前置
性解释与提醒工作，让旅客清楚
设置“静音车厢”不等于“别处就
能吵闹”，就能任由旅客随便大
声喧哗。不管是在什么车厢，只
要是公共场所，每个人都要遵守
乘车规则、遵守社会公德。

本质上，高铁设“静音车厢
服务”，与地铁“同车不同温”异
曲同工，都是提升旅客乘车体
验，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可行方
式。在试点摸索的过程中，不断
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改善，效
果就可期。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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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购物300元，购物袋两毛嫌贵不买”“100
元包邮，买！90元商品加 10元邮费，不买”“18元
奶茶说喝就喝，15元一个月的视频会员账号求了
30个人借”……当代年轻人“神奇”的消费观引发
热议，网友纷纷表示，“是我本人没错了”。

有人将这种年轻人消费观总结为：一千可以
花，十块必须省。这种“神奇消费观”背后，折射出
年轻人怎样的消费心理？

省钱是一种乐趣

“愿意花的必须花，没必要的绝不花。”25岁的
陈敏这样定义自己的消费观。

今年研究生毕业后，陈敏在上海一家房地产
公司上班。喜欢网上购物的她，对于如何在网购
平台用最少的钱买最贵的东西，她玩得头头是道。

陈敏说：“一旦有促销活动，我绝不会放过
任何优惠券，而且价格能砍就要砍，我还参与各
类砍价小游戏，有时候甚至会‘骚扰’非好友来
帮我助力。”

“每次结算时看到自己的优惠券能帮自己节
省几十甚至上百来块钱，心里特别满足！”陈敏说。

徐仁翠是武汉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同样有着
“能省则省”的消费观。

“有一次和男朋友吃焖锅，用餐费几百元，但
店家两元一包的供餐纸巾需要额外付钱，男朋友
提出要购买一份，但我带了纸巾，最后拒绝了购
买。”徐仁翠说，“我当时还‘教训’了男朋友一番，

提醒他要节约，不必要的就不要买。”
“吃饭付钱和买纸巾付钱完全是两个概念，这

家店的饭菜口味独特，不具有可取代性，吃自己喜
欢的可以多花点钱，但是纸巾都是一样的，不如自
备一些。”徐仁翠认为。

越贵的东西花钱越不手软

许多年轻人认为，花钱理由千千万，买了就是
对自己好一点，不买就是亏欠自己。

“贵不贵没关系，值不值才是最重要。”对于花
钱能省则省的陈敏来说，同样有着“大手笔”消费
的经历。

陈敏爱好跳舞，总会抽出周末的时间去舞房
练练舞，但对她而言，一张3000元的跳舞卡是一笔
不小的支出。“虽然能省则省，但省钱也是为了买
自己喜欢的商品。”陈敏说，“练习跳舞能塑造身
形，让自己更自信，所以舞蹈卡再贵也要买。”

许多年轻人虽然工资不高、生活费不多，但对
于什么钱值得多花，什么钱没必要花，内心都有着
自己的一杆秤。

“平时我的衣服都是一二百元，但是遇到自己
喜欢的款式，上千元我也会买下来，我觉得这样很
值，穿上喜欢的衣服内心会有很强的满足感和自
信，感觉钱花在了刀刃上。”徐仁翠说。

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陈龙酷爱打篮球，平时喜
欢收藏篮球鞋，他的鞋柜上摆满了各类绝版球鞋，
上千元的不在少数。“每双鞋背后都有着特殊的意

义，虽然花大钱买来，但它们对于我来说，更像是
自己的一种陪伴。”陈龙说。

“神奇”消费心理不神奇

对于当下年轻人“能省则省，该花就花”的消
费心理，心理学专家认为，这属于常见的“心理账
户”范畴，即人们会把各种支出或收益划分到心中
不同的账户中，而这些账户在大多数时候是不互
通的。上千块钱的衣服符合他们的消费心理预
期，不会觉得贵，说买就买；10块钱运费本来不在
他们的消费预期之内，突然让他们花这个钱，就不
大容易接受了。

这种消费观可以帮助人们快速做出决策，做
好自己的理财和金钱分配规划，好处显而易见。
但现实中，这种认知也会受到商家恶意宣传的影
响，形成不合理的金钱分配理念，将大笔钱款用于
购买“看上去很值得花”的商品。

思政研究者认为，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消费
观念不成熟，重物质、轻文化的消费现象颇为常
见。一旦不合理的金钱分配理念形成，年轻人在
日常消费中就会容易产生“感觉什么也没有做，钱
却没有了”的感觉。

专家建议，年轻人警惕这种消费观的负面影
响，学会避坑，避免冲动消费、不合理消费和超
前消费行为。比如，可采取记账的方式，做好
消费平衡，反思自己的每笔支出是否有价值、
有意义。 （田中全）

一千可以花 十块必须省

当代年轻人“神奇”消费心理观察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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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雷肖霄 郑昕）巴基斯坦
大米、哈萨克斯坦蜂蜜、俄罗斯巧克
力……在第 27 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
科技成果博览会上，各种“洋特产”吸
引了不少人的目光。随着国际农业交
流合作的持续开展，被誉为“农业奥林
匹克”的杨凌农高会，国际元素正不断
增加，“国际范儿”也越来越足。

“买了一些俄罗斯的桦树茸，听说
这个可以降低血糖。”消费者李燕说。

前来“捧场”的哈萨克斯坦籍留学
生王刚，也不遗余力地向大家推荐家乡
的蜂蜜：“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蜂蜜纯天

然、无添加，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而在
另一侧的直播间里，主播谢一菲正在透
过手机屏幕向“云端”消费者推荐这些
商品。

上合组织农业国家农业专题展已
是第二年亮相农高会。随着上合组织
成员国间农业交流合作持续开展，农高
会里的“上合”印记也在不断加深。作
为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
地的实训基地，杨凌智慧示范园也即将
投入使用。

步入杨凌智慧示范园，一个约两层
楼高的“玻璃房”首先映入眼帘，这是园

区的智慧温室区域。工作人员介绍，整
个智慧温室占地 45亩，全部采用水肥
一体化自控管理系统，仅需 10余人就
能维持日常运转。

杨凌智慧示范园运营经理于建维
介绍，园区共占地 720亩，将通过集成
创新国内外先进设施农业的新品种、新
技术、新装备、新模式，打造成为国际农
业技术交流平台，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随着杨凌农高会在国际上影响的
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员到这
里“取经”。截至 2019年，杨凌已举办
面向这些国家的农业技术研修班 20多

期，累计培训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农业
官员及技术人员 400余名。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杨凌还通过“网课”形式，为
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柬埔
寨、斯里兰卡等 19个国家和地区的百
余名学员进行了远程培训。

国际农业交流合作也让许多国家
尝到甜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
教授张正茂介绍，去年，来自杨凌的 4
吨“西农 10号”“西农 12号”小麦种子
沿丝绸之路抵达哈萨克斯坦，经过一
年的繁殖，今年种下的小麦较当地品
种能增产 20%以上。

杨凌农高会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省水利厅通过线上线下互
动体验等形式，重点展示我省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淤地坝建

设、河流生态、水沙调节和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成效及
展望。

观众在
省农业农村
厅展馆参观
通过中欧班
列输入的小
麦、绿豆、面
粉等粮食及
加工品。

由西北
农林科技大
学学生参与
研发的一座
设 施 农 业

“ 智 慧 温
室”，在现场
吸引了不少
人围观咨询。

三秦巧娘手工艺品暨巾帼现
代农业脱贫成果展上，来自全省12
个市区、近30家妇女手工艺及巾帼

现代农业合作社参展。展示刺绣、
编织、剪纸、布艺、串珠、泥塑、皮影
等产品。

观众通
过 VR 技术
现场感受种
子种植技术。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鲜康摄

10月24日，由中建丝路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承办的 2020 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
护“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在中建丝路轨道
交通事业部西安地铁八号线1标段项目经理部
举行，员工代表及留守儿童家庭代表共计100

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亲子游戏、才艺表演、普

及预防儿童侵害知识，以及传授亲情沟通技
巧，让参与者感受到企业的关爱。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发布 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
100个职业排行。

排行显示，生产制造及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领域，短缺职业较多。其中，营销员、保洁员、餐厅服务
员、保安员、商品营业员、快递员、车工等连续半年来位
列前十位短缺职业。家政服务员、客户服务管理员、房
地产经纪人进入“最缺工”的前十位职业。

从排行情况来看，与第二季度短缺职业排行相
比，制造业复苏明显，人才需求旺盛。新进排行的
28个职业中，有 19个与制造业相关。

同时，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环比“双下
降”，求职人数下降更明显，缺口人数扩大，供求关
系仍然偏紧。

从“最缺工”的 100 个职业看，招聘需求人数从
二季度的 148.9 万人下降到 131.6 万人，求职人数从
二季度的 74.3万人下降到 49.2万人，缺口数从二季
度 74.6万人上升到 82.4万人，总体求人倍率（招聘需
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值）从二季度的 2.01上升到
2.67。二季度复工复产高峰带来的反弹需求已出现
回落，市场整体供求恢复常态。

值得关注的是，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职业短缺程度
明显缓解。除缝纫工仍保留在排行内之外，缝制机械装
配调试工、医用材料产品生产工、内科医师、药物制剂
工、裁剪工5个职业均退出排行，短缺程度明显缓解。

三季度“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