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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佳乐 张盟盟）近日，中建
七局四公司建筑安装分公司在项目一
线开展“应急救援队”启动仪式，并举行
消防演练活动，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处置
能力及应急救援水平。

本次演练采取火灾烟雾模拟，从报
警、接警、出动、灭火展开、善后工作到
讲评，层次分明有序。通过演练，进一
步强化了职工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应
急抢险与自救能力。

开展消防演练提升救援能力
中建七局四公司建筑安装分公司

考研大潮下，专硕 在何处““热热””
自 1991年我国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专业

硕士发展过程“坎坷”，经历过不少偏见和质疑。它
从曾经的学硕“备胎”，成了如今的考研主流。在考
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如何理性看待专硕热
度的持续走高，如何正确选择考研的方向，如何培
养国家、社会需要的专业实践性人才，都成为高校
师生们关注的问题。

报考人数增加报考人数增加，，专硕越来越专硕越来越““热热””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将于
2022年12月24日至25日举行。近年来，由于招生
计划倾斜、报考人数增加，专硕的“热度”持续走高。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
招生调查报告》，在相关政策的推动下，硕士研究生
招生总人数中，专硕招生人数增长明显。从 2011
年的15.8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60.2万人，专硕招生
人数增长近4倍。2017年起，专硕招生人数首次超
过学硕，并持续高速增长。在近10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中，专硕占比逐年提升，2020年占比超过60%。

事实上，学硕缩招、专硕扩招早已有顶层规划。
2020年 9月 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
2025）》。其中明确提到，到 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
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
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
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

专硕发展十余年专硕发展十余年，，已不是学硕已不是学硕““备胎备胎””

从 2009年起，教育部决定大部分专业学位硕

士开始实行全日制培养，并发放“双证”。十几年
来，专硕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在
人们心中的口碑也逐渐实现了“逆袭”。

在电子科技大学就读专业硕士的李尚纯，本科
毕业后曾工作过一段时间。重返校园的她曾担心
过专硕的含金量。“这主要来自求职时专硕和学硕
可能会被区别对待的担忧。但在我自己求职的过
程中，包括身边的同学求职时，并没有遇到区别对
待的问题。”

亲身体验过专硕的学习生活后，不少大学生都
认可专硕的含金量。

“专硕的质量低，这是一个误解。”清华大学社
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认为。

彭凯平表示，以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为例，同学
们对于专硕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年400
多人报名，录取十几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原因有两个。”彭凯平说，“一是同学毕业时拿
的是‘双证’，他们的学位证、学历证与学硕没有差
别，专硕的同学同样可以选择考博深造，或是就
业。二是我们对于专硕的教学标准和学硕是一样
高的，因此不存在‘水硕’的情况。也就是说，从学
校的教学内容安排、专业训练以及‘出口证明’上，
两者在含金量和对学生的要求上没有差别。”

学硕学硕、、专硕如何专硕如何““各司其职各司其职””

经过多年的发展，社会已逐渐认可专硕与学硕
并无高低之分，只是在定位和培养模式上有些不
同。学术硕士是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定位，重视
理论教育和学术研究；专业硕士则是培养应用型人
才，重视实践教育与应用能力。

在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专
业硕士研究生迪丽美拉·迪力夏提感到唯一的不足
就是两年时间的确有点短暂，上课、实习会比较赶。

“我觉得专硕可以稍微延长学时，让我们更好
地安排研究生生活。”迪丽美拉·迪力夏提说。

她的想法与当下一些高校的做法不谋而合，
近年来，一些高校尝试调整专硕学制，以提高人才
培养的质量。

对此，有专家表示，高校延长研究生学制是现
实需求的反映，但只要学生完成培养计划、达到毕
业要求，或短或长可按实际情况来定。

那么，如何才能发挥两种培养模式的不同优
势，让学硕、专硕“各司其职”呢？

“专硕的培养模式，应当应用产教融合等方式，
让培养出来的学生解决企业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问
题。”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院研招办主任牛德强说。

对此，《方案》给出了专硕的改革发展方向，即
“进一步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产教融合
培养机制更加健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衔接更
加紧密”。

“如何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学生进行差
异化培养，对于高校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专业硕士培养应当为国家提供更多直接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的高素质人才，需要不断地摸索和探
索。”牛德强说。 （叶雨婷 刘若辰 周瑞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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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优化措施’发布后，对公民个人严格遵
守疫情防控法律法规，积极配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提出了更高要求。”11月 21日，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
中心专家王兵表示。

“请广大群众认真履行疫情防控义务，积极配合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不要因一时侥幸造成不可挽回
的后果。”王兵说，个人或单位违反疫情防控法律法
规，可能会承担以下后果。

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无故不参加统一组织
的核酸检测者；出入小区、超市、菜场等公共场所不佩
戴口罩、拒不配合开展体温监测、不按规定“扫码亮
码”者，根据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情节严重
的，以寻衅滋事罪、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封控、封闭小区的居民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外
出、聚集。根据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情节严
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危害公共
安全罪定罪处罚。

拒不服从人民警察、疫情防控部门采取的防控
措施，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检
查站（点）；不按规定报告，隐瞒、谎报病情、旅居史、
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根据情节，可处以警告、罚
款、拘留；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以
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居民和企业不配合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消毒工
作；拒绝配合疾控部门和公安部门开展的疫情流行
病学调查工作。根据情节，可处以警告、罚款、拘留；
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以
寻衅滋事罪、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医疗救护人员、防疫人员
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根
据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以妨害
公务罪定罪处罚。

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
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
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
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在各类场所中发现的健康
码为黄码、红码的人员，不按照规定在原地等候处
置，遵守隔离医学观察或者居家健康监测规定
的。根据情节，可处以警告、罚款、拘留；引起新冠
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以危害公共安全罪
定罪处罚。

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期间违规接触其他人员，
或者隔离结束后，不按照规范严格居家健康监测，
非必要进行外出活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规定组
织、参加打麻将、打牌、餐饮、娱乐等聚集活动；具
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
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的人员，未按疫情
防控要求，到发热门诊就医。根据情节，可处警
告、罚款、拘留；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危
险的，以妨碍传染病防治罪、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
全罪定罪处罚。

故意泄露、传播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个人隐私。根据情节，可处
警告、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定罪处罚。

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药店或者个人等违规售卖
感冒发热药品；违反疫情防控规定，进口、销售、购买
进口冷链食品。根据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引
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危险的，以妨碍传染病
防治罪定罪处罚。 本报记者 李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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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 2022年前三季度
全省居民收入情况分析提到，2022年前三季度，
全省上下凝心聚力，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力促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全省居民
收入稳定增长，全年增收向好趋势基本确立。

居民收入实现增长

2022年前三季度，陕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及增幅均呈稳步上升态势。具体来看，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2806元，排名全国第 18位，较上
半年上升 1位；同比增长 5.3%，增幅与全国持平，
排名第 16位，较上半年上升 8位，实现稳定增长。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312元，增长
4.1%，增幅排名全国第 21位，较上半年上升 2位；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76元，增长 6.4%，增
幅排名全国第 18位，较上半年上升 6位。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郝渊晓表示，可以看出，我

省城乡居民收入前三季度，实现了稳定增长，这
是我省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政策综合发
力的结果，对稳预期、促进消费，将发挥重要作
用。应该继续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全省经济的
良性循环发展。

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工资性收入稳中有增，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
撑力量。

前三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2012
元，同比增加 541元，增长 4.7%，占可支配收入的
比重为 52.7%，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 47.4%，拉
动收入增长 2.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城镇居民人
均工资性收入 17914元，增长 3.3%，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 55.4%，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 45.9%。

拉动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强化稳

就业扩就业措施持续落实到位，就业形势持续向
好；受益于煤炭等能源价格上涨，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快速增长，1-8 月，全省规上工业
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20.9%，工业企业运行好，职工
收入增加；农村劳动力务工人数增加，务工工资
水平提升。

居民收入增长的显著特点方面，城乡收入比
不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持续高于城镇。四
项收入增长持续向好，打破“三升一降”格局。工
资性收入、转移净收入增长趋缓。

西安财经评论人士王建红分析，工资收入是
居民增收的“顶梁柱”，特别是上班族的主要收入
来源。近期，国际经济不理想，加上疫情影响导致
部分行业和企业效益下降，一些依赖单一工资收
入的居民家庭可能在财务方面存在一定压力。此
外，贷款购房购车的群体负债相对较多，财富积累
较少，需要开源、节流并举。 （黄涛）

排名全国第18位

前三季度陕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上升态势

新华社天津11月 21日电（记者 周润健）
“莫怪虹无影，如今小雪时。”北京时间11月22日
16时 20分迎来小雪节气，意味着降水量渐增。
此时节，气温越来越低，寒气也越来越重。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小
雪是反映降水与气温的节气，它是二十四节气
中第二十个节气，也是冬季第二个节气，一般
在公历每年 11月 22日或 23日。

由国庆说，此时节的西北风开始频繁袭
来，气温逐渐降到 0摄氏度以下。“通常年份的
小雪时节前后，受强冷空气影响，北方有些地
区会迎来降雪，但雪量通常不大，如粉似沙，粘
连性差；部分地区还会有‘雨夹雪’。”

小雪时节，朔风渐起，寒意渐浓。我国东
北、西北地区的山野大多是满地叶落，干枯的
树枝伸向天空；南方地区虽然还有些许绿意，
但也呈现出“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

枝”的清寒之景。
俗语道：“小雪腌菜。”腌菜之俗，南北皆

有。在北方，最常见的是腌雪里蕻、积酸菜、做
辣白菜等；在南方，如南京、杭州等地，有人家
腌制、风干各种食物，如白菜、萝卜以及鸡鸭鱼
肉等。“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供应日益
充足，一些家庭已不像以前那样腌很多菜了，
往往象征性腌上一小坛或一小缸，意在留住生
活滋味，守护一份情怀。”由国庆说。

小雪时节，人们在饮食起居上需要注意哪
些？由国庆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的建议
提示，饮食上应当遵循“秋冬养阴”“虚者补之，
寒者温之”的古训，可考虑食用滋阴潜阳、热量较
高的食物，如牛肉、羊肉、山药、大枣、栗子、黑芝
麻、核桃、桂圆等。日常注意养精蓄锐，保养肾
气。睡前泡脚、按摩可养阳气；正午前后多晒太
阳可补阳气。

今日16时20分小雪：莫怪虹无影，如今小雪时

近日，国铁西安
局安康工务段利用当
前草枯石露的有利时
机，开展搜山扫石，切
实掌握管内路堑设备
的现状，提高路堑设
备的安保能力，确保
行车安全。张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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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发）近日，由陕西法士特
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艺研究所
牵头开发的国内商用车零部件领域首条
齿轮、轴类配件自动包装线顺利投用。

据了解，这条配件自动包装线是法

士特在自动包装领域的首次探索，通过
非标包装装备开发、产线结构搭建、信息
化系统集成，攻克行业技术难题，实现配
件包装自动化生产，极大降低了职工的
劳动强度。

自主开发的配件自动包装线投用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
事争议协商调解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
源头治理、强化协商和解、做实多元调
解，更有效地发挥协商调解的前端性、基
础性作用。这既是广大劳动者的福音，
也是为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并朝
多元预防调处迈出的重要一步。

《意见》聚焦的主要是在劳动人事争
议发生后，如何通过“协商调解”用最快、
最有效的方式，把矛盾在基层化解。这
是劳动者在遇到劳动争议后，最希望得
到的解决方式。因此，《意见》一经颁布，
就受到了劳动者的广泛关注。在建立和
谐劳动关系过程中，不仅需要在妥善化
解劳动争议上下功夫，还需要加强源头
治理，减少劳动争议发生的可能。

随着用工形式和用工主体的多元
化，劳动争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据
报道，2021年，全国共办理劳动人事争议
案件 263 万余起，涉及劳动者 285 万余
人。如何减少或者避免劳动争议的发
生，成为广大劳动者关注的焦点。

首先，用人单位应当保障劳动者享
有的合法权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及行业规范，都对用人单位在规范劳务
用工方面作出了刚性的规定和要求，这
是用人单位必须遵守的底线。对于一些
用人单位为了自身利益，打着规避用工
风险的旗号，不惜牺牲劳动者权益的违
法行为，应加强打击力度，让其付出的代
价远大于违法成本。

其次，劳动者也要知法和学会用
法。一旦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要敢
于说“不”。

第三，劳动执法部门以及工会和各级协调组织，
要主动深入到用人企业宣传法律知识、讲解法律法
规，指导用人单位建立内部协商机制，让学习劳动法
律法规变成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自觉行动。还
要帮助和指导用人单位，开展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工
作，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在加强隐患排查化解上
下功夫。要将争议发生后劳动者的“上访”，变为监
管部门深入到用工企业和劳动者中间，开展争议预
防工作的主动“下访”，做到事前法律宣讲到位、事中
检查监督到位、事后协商调解到位。

解决矛盾的最好方法，就是有效避免矛盾的发
生。只有用人单位把尊重法律、尊重劳动者变成自
觉行动，劳动者才能放心劳动、安心劳动、集中精力
劳动，真正享受到劳
动带来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王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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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野外监测时发现14只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

据悉，这是黑鹳连续5年在此停留，去年冬季，最多时有50余只。 苏湘栋 摄

本报讯（王文亮）近日，陕煤集团澄
合矿业煤机公司铆焊车间生产现场新添
了两台焊接机器人，有效提高了煤机装
备生产效率。

据介绍，焊接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
可以通过数值直接反映焊接质量，减少
人为因素对焊接产生的不良影响，大大
提升煤机装备生产加工服务能力。

焊接机器人增添发展新动力
陕煤集团澄合矿业煤机公司

本报讯（张宇）近日，陕西移民搬迁
集团组织全系统财务人员举办“线上+
线下”的供应链金融专题培训会。

通过此次培训，与会人员对供应链
金融知识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大家

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
深入了解供应链金融相关政策，加强对
新领域、新业务的学习，不断夯实集团公
司财务工作基础，促进财务管理水平再
上新台阶。

举办供应链金融专题培训
陕西移民搬迁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