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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建兵

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根据职工平
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我国已经建立实
施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
总的原则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提高
保障水平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
的基础上。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郑功
成

预计到 2025 年前后电动车的性价
比将超过燃油车，太阳能和风能等发电
成本低于化石能源，市场将以强大的力
量驱动电动汽车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转
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走向零排放公路
交通。

——中国电动车百人会理事长 陈
清泰

新增国家公路一半以上都布设在西
部地区，主要是用于改善出疆入藏交通
运输条件、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能力、强
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枢纽功能、增强
沿边抵边等重点区域路网韧性、提高优
质产业资源联通效率等。

——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
长 王松波

8 月 1 日，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完成
取证试飞。完成取证试飞是一个里程碑
式的节点。它是指试验机型完成了所有
试飞的规定动作。接下来就是试飞数据
和文档的整理，材料的总结和上报。最终
需要适航领域专家的评审，才能颁发适
航证。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
院副院长 綦琦

空天地一体化“绿色大脑”平台的成
功研发，对建设绿色中国、健康中国、美
丽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绿色大脑”平台
的设计初衷，就是以多层次、全覆盖、精
准化的方式，大力推动能源使用的绿色
化、能源管理的数字化、双碳服务的普及
化，这将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发挥助推
作用。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
任 徐锭明

近日，泰山数字经济工匠学院揭牌仪式
在山东众志电子有限公司举行。据了解，这是
全国首个建在产业链上的“工匠学院”。

（据《山东工人报》）

今年3月，泰安市总工会以数字经济产
业链为依托，选择一家大数据产业链二级链
主企业作为筹建基地，建设泰山数字经济工
匠学院。该工匠学院建在产业链上，打造了

“匠心堂”“上云台”“精工坊”“赋能厅”四个主
要功能区，并将按照服务数字产业链、赋能其

它产业链的建设目标，与国内外知名数字化
企业、产业链头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积极
开展合作，聘请各类导师专家入驻，组织开展
研讨、交流、服务等活动。

在产业链上建“工匠学院”，是进一步
完善工匠培育机制、发挥大型企业办学特
色和优势的尝试。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行
业对文凭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随着数
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企业岗位对数
字技术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跟不
上形势，就可能被淘汰。大型企业用工量很
大，让员工到外地去提升学历，可能会影响
企业的生产。把“工匠学院”建在产业链上，
既可以让职工在企业内入学，同时也可以

让企业根据需要开设课程，让更多产业工
人有了“工”变“匠”的发展机会。

在产业链上建“工匠学院”，可以充分
利用业内工匠师傅、高校师资和科研专家
等多方资源，结合大课堂、实操场地等授课
点开展教学活动，教学方式和内容可以实
现多样化。学院所在企业可以发挥自己在
产业链上的综合优势，带动链上其他企业
协同办校，各企业的劳模团队、工匠团队可
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高校老师、科研院
所专家的加入，正好可以弥补一线工匠在
理论方面的不足。多方携手，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在
产业链上建学校，更有利于传承、弘扬劳模

和工匠精神，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的劳动大军。

在产业链上建“工匠学院”，是推进混
合所有制办学的有益探索，值得推广。从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
办学，这是历史的必然。把“工匠学院”建在
产业链上，办学模式、教学方式以及就业渠
道等方面都应该大胆地创新和尝试。期待
更多地方认真探索，明确“工匠学院”的试
点原则，按照小步快跑、稳步推进的原则，
依照“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不断完善相
关政策，建起更多的“工匠学院”，助力产业
振兴。

产业链上建“工匠学院”值得探索

高校毕业生来邕求职，南宁提供最长7天
免费“拎包入住”待遇。近日，南宁设立62家南
宁市青年人才驿站，为有意来邕就业创业的高
校毕业生提供一站式临时住宿等服务。

（据《南宁晚报》）

打造青年人才驿站是南宁市出台《南宁
市大力支持2022 年度应届高校毕业生来邕
留邕就业创业十条措施》具体做法之一。只要
不是南宁本地的高校毕业生，不管你是从哪
个学校毕业的，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只要是
到南宁来求职的，就可以按照索引指示信息，
找到青年人才驿站，享受“最多7天的拎包入
住”待遇。

高校毕业生到了求职季节，怀揣着梦想，
陆续奔赴理想中的城市去寻找自己的坐标。
不管他们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他们都有着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没有收入的人”。或
许寻找工作过程中的住宿费用并不是什么大
问题，但是，我们需要把服务工作搞得更加细
致、更加柔情、更加贴心，让他们因为城市的
善意，感受到城市的真情，进而留在“有温情
的城市”里。

南宁市委人才办、团市委把“便捷的服
务”“甜蜜的服务”“浓情的服务”，送到了异地
求职大学生心坎里。他们设立了62家青年人
才驿站，为有意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

一站式服务。最让人感动的是，不仅“免费住
宿”，还给予就业创业指导等服务。高校毕业
生面对陌生的城市，会因为“不熟悉”而不便，
会因为“很陌生”而迷茫，而且社会上也有一
些专门欺骗求职者的骗子，有了青年人才驿
站的跟踪服务，大大降低了各种风险，保障了

求职者的安全。
尽管高校毕业生求职“免费住宿”是一个

小举动，却彰显着一个城市的温情，体现着一
个城市“求贤若渴”的大格局。我们为这样有
温情、有格局的城市点赞，希望更多城市也有
这样的格局，做出更多有温情的举动。

“拎包入住”小举动彰显求贤大格局
□郭元鹏

迟末迟末 作作

浙江宁海县深化城乡物流服务集成改
革，开发“城乡客货邮”应用，构建“公交速递”

“集士驿站”“在线商城”等场景，架设起一条
消费与流通的双向通道。

（据《宁波日报》）

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区域、城乡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差异。一些偏远地区，快递到村不
易，东西不易买进来、土特产不易卖出去，成为
一种民生“痛点”。有的乡村快递只能送到集镇
或者附近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庄，导致村民收发
快递耗时费力。这不仅降低了物流效率，也影

响了村民们的生活品质。同时，这也制约了城
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

通过改革创新，彻底让“快递到村”从梦
想照进现实，会实现多方互利共赢。说到底，
打通物流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偏远乡村嵌
入现代物流网络之中，让每一个村民都成为
现代物流的受益者，善莫大焉。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让当今的农民
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
的社会化体系之中，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
济形态渐行渐远。“快递到村”，为发展农村新
电商提供了更多机会，农民通过“快递到村”
不仅解决了销售难题，还能够直面消费者，减
少中间环节，从而得到更多的回报与激励。伴
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民的购买力大大提升，消

费观念也从节衣缩食转变为追求生活品质，
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不论是网购家
电，还是网购日用品，“快递到村”有助于发掘
农村市场的潜力。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借助大数据等新
技术，“快递到村”有助于实现供求关系的对
接，让农产品更加顺畅地送到消费者手中。新
电商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晴雨表”，根据“快递
到村”的相关数据，有助于引导农户调整生产
销售方向，有助于为相关部门在帮农促富方
面精准施策提供智力支持。

“快递到村”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彻底
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快递到村”不
仅有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升，也有助于城乡
之间双向奔赴、双向循环。

“快递到村”有助于城乡良性互动
□杨朝清

安徽省亳州市依托公园绿地、自驾游营
地、民宿、商旅综合体、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等，推出了一批“露营+”、夜游、夜读、夜食等

“微旅游”产品，市场反应良好。
（据《中国旅游报》）

随着旅游人群和行业规模的迅速扩大，
旅游业的细分市场也在逐步形成，“微旅游”
等聚焦于都市圈周边的新兴业态开始成为行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微旅游”是新的旅游方
式和生活方式。“微旅游”让游客在有限的时
间空间停下来，像手持一个放大镜，慢慢欣赏
被快速生活忽略的美。相比千里迢迢去遥远
之地看风景，发现、品味身边的美好，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微旅游”更方便、更轻松。

“微旅游”作为一种健康休闲生活方式，
它不需要舟车劳顿，只需利用闲暇时间，便可
细细感受城市肌理，发现家门口的幸福。“微
旅游”与自助游、自驾游比较接近，它不是很
在乎目的地，更在乎的是看风景时的心情。

“微旅游”随时可以出发，不需要太多的行装，

不需要长时间精心计划和安排，比自助游、自
驾游更方便、自由。

消费者对于“微旅游”的关注反映了旅游
休闲观念的转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愈发注重旅游带来的身心愉悦感。此前北京
市发布了50条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包括城
市副中心微旅行精品线路、北京精彩夜游线
路、北京网红打卡地线路等十大主题，受到市
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如何让“微旅游”的体验更丰富，让“微
旅游”更好地融入历史风貌、时尚潮流、文娱
生活、特色美食等元素，这对“微旅游”产品
的设计研发和服务质量都提出了新要求。一
方面，需要挖掘更多既符合未来发展趋势，
又有别于传统旅游概念的“微旅游”产品，在
细节上追求精致，围绕特色旅游资源，打造
出个性化的特色旅游产品。另一方面，要通
过对旅游相关的大数据进行分析挖掘，深入
了解最新潮的玩法和最新的旅游资源，帮助
平台商家设计新型的“微旅游”产品，并通过
大数据技术对多样化的产品和需求进行精
准的供需匹配。随着各地有意识地推广“微
旅游”，相信我们今后会享受到更多更好的

“微旅游”产品。

“微旅游”让你领略家门口的风景
□吴学安

近日，“八一勋章”获得者杜富国的妹妹杜富佳
上了热搜。作为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抄乐镇沙塘村
第一书记，她带领乡亲们通过“线上带货＋线下推
广”的方式，5个月时间就帮村里实现了近100万元
的茶叶销售收入。

杜富佳是一名“90后”，是湄潭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护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她主动请缨奔向武汉抗
疫战场。2021年5月，湄潭县人民医院选派青年党员到
抄乐镇沙塘村担任第一书记，征求杜富佳的意愿。“我
是农村出来的，想为农村发展出份力。”杜富佳欣然接
受了任务。湄潭是产茶大县，沙塘村也有种植茶叶传
统，但由于位置偏远，常常被收购商压价。杜富佳和几
位返乡创业青年商谈后，说服他们同沙塘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共同成立公司，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打造高标准生态茶叶基地和加工厂。他们注册了
商标，着力发展品牌茶叶，帮村里的茶产品实现了市
场溢价。今年3月，杜富佳和她的团队开始在短视频平
台直播带货。“白天忙村里的事，晚上到县城直播间忙
到深夜，最多一场卖了2万元”。

杨大宝贝：下次直播啥时候？我要去买买买！
风之韵：从她身上我看到了黄文秀的影子，她们

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晚风：支持！湄潭的茶叶真的很好，干净清新。

乡村振兴“带”出新路
“90后”驻村书记带货富一方

近日，浙江杭州一处经营了近20天的自助西瓜摊
在网络上火了。

在这个小摊上，每个西瓜都称好了重量，按每公
斤4元的售价标好价格摆放在桌上。在桌子后方的袋
子上，写着“扫码自取”几个字，旁边贴着收款二维码。
小摊近20天卖出了500多公斤西瓜，摊主收到的钱一
分不少。摊主俞亚娣介绍，她右手残疾，很多工作做不
了。丈夫打零工，她种西瓜补贴家用。每天早上4点多，
丈夫先到田里摘瓜，俞亚娣则负责称重、贴价签。晚
上，两人再来收摊回家。俞亚娣说，“把瓜放在这里我
很放心，即使有人手头不宽裕，吃个瓜解解渴也不碍
事。但大家都很讲诚信，一次‘逃单’都没发生”。

古运河：彼此间的信任，比瓜更甜。
别吵：相互信任，这种感觉真好。
碧碧：温暖在人心，诚信是世间最美好的情怀。

相互信任比瓜还甜
自助西瓜摊没有一次“逃单”

7月30日，浙江宁波街头出现暖心一幕：一名儿
童不慎掉出车外，粗心的家长并未发觉，后面的司机
发现情况迅速反应，大家一起保护孩子。

当日，宁波鄞州区通途路与福明路交叉路口，在
左转弯车道等待通行的小车上，一个孩子将身子探
出车窗，掉出车外，摔在行车道中央。路上车来车往，
情况危急。后面一辆白色小轿车的司机看到地上的
孩子后，立即停车，随后又特意挪车轧住车道间的白
色实线，挡住后方来车。异常的“挡路”行为，促使后
方来车司机停车查看情况。一时间，令人暖心的一幕
出现了：大伙儿奔向还躺在地上的孩子，有的抱起孩
子，有的报警，有的维护交通秩序。几分钟后，在民警
的联络下，家长回到事发路口领回了孩子。交警表
示，对白色小轿车本次轧实线的行为不予处罚。

8月1日，轧实线挡住车流的车主找到了，他叫
杨海峰。杨海峰说，自己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违反了交
通规则，“人命关天，就算是闯红灯我也会去救”。

行者无疆：必须点赞杨海峰，反应太及时了。
贝如意妈：孩子没坐安全座椅，没系安全带，家

长的安全意识必须加强！
车景：对轧实线车主不予处罚，点赞人性执法。

人命关天合力施救
路人及时出手保护孩子太暖心

近日，浙江一名女子路遇民警当街“自首”，却意
外保住100多万元，这个过程让人直呼惊险。

7月26日下午，嘉兴海宁市公安局海昌派出所民
警朱琦元在辖区处置一起警情，突然一个神情凝重的
女子拉住了他，“你们是来抓我的吗？”朱琦元注意到
女子一直举着手机，正在跟人通话，手机屏幕上是一
张拘捕令的图片。联想到她之前的问话，朱琦元立即
反应过来，该女子遭遇诈骗了，于是夺过手机大声喝
道：“我是海宁市公安局海昌派出所民警！”“你是不是
在搞诈骗？”一阵怒怼，对方挂断了电话。得知自己被
骗，女子情绪崩溃，称已将银行卡账号和密码告知对
方。民警立即与反诈中心取得联系，紧急止损后，终于
保住了100多万元。

安格：这女子真幸运啊！为机智的民警点赞！
四月芳菲：太惊险了，多亏遇到了人民警察。
平凡：凡是提到银行卡转账，一定挂掉电话。

当街“自首”挽回巨款
民警为被骗女子保住1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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