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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下的劳动者

探访夜幕下的西安
“后备箱市集”

一边是烟火气儿
一边是城市范儿

6 月 22 日，
工人在西安兴庆宫公园湖面上清理打捞杂物
工人
在西安兴庆宫公园湖面上清理打捞杂物。
。

杜成轩

摄

连日来烈日炎炎，我省多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在工
地、公园、马路上……不惧“烤”验，以奉献和汗水诠释奋斗的
意义，
展现爱岗敬业风采。

6 月 21 日，国铁西安局安康电务段安康东电务车间道
岔专修工区信号工正在检修。
岔专修工区信号工正在检修。
王建滆 摄

6 月 22 日 ，西安交警雁塔大队民警在
西安交警雁塔大队民警在长安南
长安南
路疏导交通
疏导交通，
，
纠正违法行为
纠正
违法行为。
。
杜成轩 摄

对新变局、
解决新需求、
培
育新技能、
拓展新思路。
提质扩容、推动家政
服务职业化发展，才能告
别“找阿姨”只能“拼运气”
的窘境，尽力弥合供需之
间的鸿沟。据报道，时下，
多地推行员工制、
年薪制，
鼓励家政企业推进员工变
身“单位人”，通过提高职
业稳定性，让劳动者收获
职业尊严和认同感，正是
一条值得探索的新路径。
此外，新生力量的加
入，也反映了这个行业的
变化。现实中，
“年轻人干
家政”早不是新鲜事，浙江
等地还为愿意从事家政、
养老创业的青年提供就业
补贴。新人新气象，新需
求新机遇，这都是家政行
业“脱胎换骨”
的契机。
推进家政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力度，
还要推动家政企业与城市生活
网相融合。规范服务平台运
营，深化家政“领跑者”行动，对
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项目给予
优惠政策……多措并举化解后
顾之忧，增强家政企业的韧性
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鼓励其更
好地服务社会，满足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如歌）

《信访工作条例》解答
问：如何抓好《条例》的学习
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
答：党中央对各地区各部门
做好《条例》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国家信访局
将从以下方面督促指导抓好《条
例》的贯彻落实。一是加强学习
宣传。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培训
和宣传解读，全面准确把握《条
例》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以学
习贯彻《条例》为契机，在全社会
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
环境。二是健全体制机制。认
真落实《条例》规定，完善配套措
施，推动形成健全完备、运行有

效的信访工作制度体系。推动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做 好《条例》实施
和国务院《信访条例》按法定程
序废止前的相关工作衔接，确保
顺畅平稳过渡。三是做好落实
情况的督促检查。适时开展专
题调研和督导，深入了解《条例》
贯彻落实情况，强化问题导向，
推动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把党中
央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信访工作
联席会议、信访部门将牢记为民
解难、为党分忧的职责使命，坚
持人民至上，主动担当作为，以
贯彻实施《条例》为统领，不断提
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信
访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陕西高考成绩可用
“秦务员”
查询
据新华网 6 月 24 日，2022 年陕
西高考成绩公布，
“秦务员”上线“2022
陕西高考成绩查询”服务，考生可通过
登录
“秦务员”
APP 查询高考分数。
今年填报志愿分 3 个阶段进行：
提前批次（含文史类、理工类专科、艺

炎炎夏日，正是感受“烟火气”的好时
的制作手法以及茶品，让一杯柠檬茶更加
候，今年的西安年轻人，一部分流连于露
清爽美味。
营，
还有一些则忙于
“后备箱市集”
。
“一杯柠檬茶卖 15 元，很多人喝过之
作为新近出现的一种经营模式，站在
后，专门加了我微信，现在我微信上也有很
车辆后备箱前的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面
多粉丝。”小韩说，自己后备箱的旁边有提
孔？有什么样的故事？市民对此“买单” 拉米苏、有手工咖啡等，他并不觉得这是在
吗 ？ 这 样 的 新 型 经 济 会 不 会 是“ 昙 花 一 “抢生意”，反而顾客可以根据喜好和需要
现”
？笔者探访了西安
“后备箱市集”
。
互相搭配，
达到 1+1 大于 2 的效果。
“我出摊的时间地点也不固定，街区、
“后备箱市集”
流光溢彩
公园、夜市、景区外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都会
现 场 点亮西安的夜
去，虽然又苦又累，也会遇到委屈，但一定
当落日余晖被灞河隐去，夏日夜风吹
会坚持下去。”小韩说，他想再多存点钱，开
过河畔，河的东岸便热闹了起来。晚上 7 点
一家属于自己的饮品店，线上线下售卖，做
多，在华文路路边停车位上，几十辆私家车
自己的品牌。
整齐排列着，打开后备箱，缠着一圈氛围
“后备箱经济”
灯，配上帆布摊位招牌，支起折叠桌椅，
“后
思考
有氛围也要有监管
备箱市集”开集了，气泡水、提拉米苏蛋糕、
手工编织、咖啡……打开的后备箱瞬间变
笔者还遇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员
成一家家迷你店铺，
流光溢彩。
工，原因是自己是在兼职；也有刚刚入行做
6 月初，西安出台稳经济若干政策措
餐饮的年轻人在此寻找机会；还有的年轻
施，支持“户外经济”
“夜间经济”发展，允许
人是走出创业第一步……而大部分“箱主”
具备条件的商业步行街、商业综合体在夜
多是 80、90 后的年轻群体，他们形容“后备
间规定时间段外摆经营，适当延长夜间营
箱经济”
“拉得动经济，
装得下梦想”
。
业时间。依托特色商业街区举办主题室外
“这种后备箱夜市还挺好玩的，晚上遛
活动，促进文商旅体跨界融合，提升夜间经
弯散步之余，还可以逛逛，灯带漂亮、标语
济活力。
新潮，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家住翠华
这样的举措在西安落地开花。大唐西
南路社区的市民范晓萍说。
市、太乙长安道、翠华路……随处可见新潮
与此同时，也有市民提出了自己的担
夜市，
“后备箱市集”、国潮游乐等解锁了夏
忧：
“ 这些小摊没有卫生许可证等证件，像
天夜晚打开新方式。
吃的喝的东西还是要注意点，毕竟食品安
各式美食、独家精酿、特调饮品、萌猫
全马虎不得。
”
市民刘女士说。
爬宠、音乐现场、亲子互动、当下最流行的
对此，陕西社科院副研究员王晓勇认
城市运动社群……这里的夜间生活丰富多
为，西安正在大力稳经济促发展，对于“后
彩，
“后备箱经济”的经营者出摊形式新颖、
备箱经济”，不妨多一些包容。王晓勇建
品种多样，
现场客流不断。
议，政府在正确引导的同时，可以对后备箱
摆摊的选址进行统一规划，科学进行布局，
从“后备箱”
开始
比如在广场、街区等空地，划定夜间消费场
箱 主 创办自己的品牌
所，既“不扰民”，又安全“便民”，还能丰富
27 岁的小韩文质彬彬，个子不高，瘦瘦
周边市民生活。趁着消暑，形成一种夜间
的。有着一份年轻人的倔强和努力，从他
文化，
带动夜间经济。
热情的招呼和利索的动作就能看出来。
“一旦这样的‘夜经济’形成，西安的古
如何利用最小的位置做最受欢迎的饮
城文化又会有新形式，成为 24 小时古城文
品？小韩经过调查认为炎热夏天，一杯酸
化，有利于形成内循环。”王晓勇认为，
“后
甜清爽的手打柠檬茶是出行的不二之选，
备箱经济”可以盘活“夜经济”，政府应正确
为了达到最佳口感，他多次调制，使用香水
引导，将“后备箱市集”作为西安的又一时
柠檬，做出来的饮品香气更足，再搭配自己
尚符号来培育，
做好配套服务。
（高乐）

在 翠 华 里 园 区 ，后 备 箱 摊 位 经 营 者 售 卖
新颖的饮品。
郝钟毓 摄

让家政服务更有含金量

高薪雇来月嫂，却没
有换来专业的服务；为失
能老人找寻保姆，引发雇
主一肚子苦水要吐槽……
近年来，我国家政服
务业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
长。不过，一方面是家庭
需要专业技能娴熟的从业
者帮把手，解决养老育儿
的操心事、烦心事；另一方
面却是形式多样、质量满
意的家政服务供给不足，
行业规范化、职业化这道
现实考题，需要寻找精准
的破题之道。
百姓呼声就是行动的
号角。不久前，
国家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会同有关部
门，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
提质扩容 2022 年工作要点》，确
定 33 条具体任务。涵盖社区家
政、婴幼儿照护、养老服务以及
资金支持等方面，大力推动家
政行业向职业化、规范化、标准
化、
品牌化以及多元精准发展。
家政服务关乎千家万户，
一粥一饭品出民生温度。顶层
设计的指导，为家政服务业发
展锚定了发展方向。那就是应

E-mail：sgbbjb2@163.com

术类专科和体育类专科）、单设本科批
次、
本科一批、
普通高校职业教育单独招
生（含专科）志愿在 6 月 24 日 12∶00 至 6
月 27 日 12∶00 填报；
本科二批志愿在本
科一批录取结束后填报；高职（专科）
志愿在本科二批录取结束后填报。

企业

快讯

中交二公局：
产业工人安全知识竞赛成功举办
本报讯（曹小荣）6 月 21 日，中交第二公
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
公里”产业工人安全知识竞赛成功举办，16
支参赛队伍现场进行比拼。

本次竞赛包括安全知识抢答、必答、案
例题分析等题型，切中工程项目安全管理
“痛点”，聚焦项目建设一线的产业工人，着
力提升产业工人安全意识、安全技能。

213 所：
助力天行一号试验卫星“逐梦太空”

今年大约 89 万人报考 再创历史新高

社会工作者职业在我国日益受认可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社工职
业资格考试报考人数逐年大幅递
增。2022 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资
格考试于 6 月 18 日、19 日举行。今
年约 89 万人报考，再创历史新高。
社工是社会工作者的简称，其
工作内容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社会救
助到儿童保护，从社区矫正到禁毒
戒毒，从灾后服务到疫情防控。社
工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分为

遗失
声明

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高
级社会工作师三个级别。考证有一
定门槛，如对于助理社会工作师，社
会工作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可以报
考；取得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从事社会工作满 2 年可以报考；
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学历的，从事社
会工作满 4 年可以报考。
据统计，2019 年以来，社工职业
资格考试报名人数逐年大幅递增，
每年增加 10 余万人；考生涵盖社区
工作者、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高校社会工作专业
应届毕业生等。
社会治理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
需求持续增多，是社工职业资格考
试热不断升温的重要原因。随着社
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提升，社会工
作职业分工也不断细化，社区、养
老、医疗、禁毒、司法、教育等各领域
社会工作就业需求越来越大。
值得期待的是，各级政府针对
社工人才的薪酬待遇已出台多项政
策文件。一些地方对政府购买项目

赵万里不慎将西安市高新区赵万里炸鸡店营业执照正、副本（编号：
92610131MAB0KCFJXH）、西安市莲湖区栋阳炸鸡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编号：
92610104MAB0L01J3F）丢失，
特此声明。

作出细化规定，
保障社会服务项目的
专业性和社工薪酬待遇的稳定性。
社工人才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
不断完善，目前正在探索出台有关
立法文件。在人才培养方面，高校
要注重从通用型人才培养走向分领
域、分人群的专精人才培养；社工职
业资格考试要更体现专业性，对专
业知识与实务能力的考查并重。对
在职社会工作者，也要大力开展继
续教育和专业培训，不断提升专业
服务水平。

陕西鑫鼎晟安保服务有限公司不慎将保安
服 务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丢 失（编 号 ：陕 公 保 服
20180049 号），
特此声明。

本报讯（贺阳）6 月 22 日，天行一号试验
卫星发射升空。213 所为发射提供了 7 型火
工子系统，为实现火箭级间分离、整流罩分
离、星箭分离等关键功能作出突出贡献。

213 所参研人员始终秉承严慎细实精
神，积极配合总体开展项目研制，认真落实
各项工艺规程，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性
能试验，
确保产品按期交付。

西北工业集团：
启动职工“五小”
创新活动
本报讯（路春玲）近期，中国兵器工业
集团西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启动了以“凝
心聚
‘智’”
为主题的职工
“五小”
创新活动。
公司将在今年四季度，从原创性、创新

性、实用性和先进性以及应用到工作中取
得的效果等方面进行评审，评选出本年度
“五小”创新成果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并进
行表彰。

红柳林矿业：
创建“井下空气质量革命”
示范矿井
本报讯（包萍）日前，陕煤集团红柳林
矿业公司“井下空气质量革命”示范矿井建
设等 6 项课题均已完成 80%以上。
该公司所创建的“井下空气质量革命”

示范矿井，在国内尚属首例，旨在解决井下
粉尘、燃油车辆尾气等空气污染问题，全周
期保障职工身体健康，让矿工在井下也能
呼吸到新鲜空气。

陕旅集团：
原创音乐剧《丝路之声》 8 月赴北京巡演
本报讯（吕叶）8 月 26 日-27 日，由陕西
旅游集团与美国百老汇联合打造的原创穿
越音乐剧《丝路之声》将在北京中央歌剧院
演出，开启全国巡演之旅，成为国内第一部

“巡演+驻演”
模式的文旅音乐剧。
演出集结中美顶尖主创阵容，将东方
与西方元素进行提炼重组，共同再现丝路
千年绮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