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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届高校毕业生将达820万
就业创业形势复杂严峻，教育部要求促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6日从教育部获
悉，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20万
人，就业创业形势复杂严峻。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1年开始，我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2017届全国普通
高校毕业生为795万人，比2016年多出30万。
在2018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
表示，要促进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努
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林蕙青指出，一是要唱响基层就业“
主旋
律”， 积极引导毕业生到基层一线就业创业；
二是要服务国家需求“大舞台”，主动向重点
地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输送毕
业生，引导毕业生到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
就业创业；三是要汇聚创新创业
“新动能”，细
化完善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 弹性学制
管理等政策，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场地、
资金、指导、服务等方面投入力度；四是要下
好统筹联动“一盘棋”，建立健全高校区域布
局、学科专业、层次类型动态调整机制，统筹
推进各类型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运用
好社会资源开展协同育人； 五是要打造服务
保障
“
新格局”，广泛应用“互联网＋就业”新模
式，开展精准就业对接，加强困难群体帮扶。
要严格落实就业签约“四不准”要求，坚决反
对任何形式的就业歧视，严密防范
“培训贷”、
求职陷阱、传销等不法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
合法权益。
胡浩

教育部回应“学生跑步取暖”

中国大洋49航次科考起航
250天执行10项调查任务
据新华社杭州电 “
向阳红10”科学考察
船6日载着科考队员从浙江舟山起航，拉开中
国大洋49航次科考序幕。 在为期250天、航程
超过25000海里的本次科考中，科考队员将在
印度洋相关海域执行10项调查任务。
本航次首席科学家陶春辉表示， 大洋49
航次分5个航段执行， 前4个航段主要工作区
域为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 第五
航段主要在西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调查
区。
“
本航次具有综合业务化、 资源环境并
重、 调查手段高精化和瞄准国际海洋热点等
特点。”陶春辉说，为提高航次效率，加强海洋

系统科学问题研究的关联性，满足不同部门、
不同学科在印度洋区域不同的调查和科研需
求，本航次组织了空前综合的业务化航次。
本航次提出了10项调查任务： 西南印度
洋合同区多金属硫化物资源勘探； 西北印度
洋调查区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调查；U型区西
南印度洋脊典型热液生态系统环境基线调
查；东印度洋90度海岭深海潜标观测；印度洋
热液区生物基因资源采样与调查；“潜龙”装
备系统应用；印度洋微塑料污染、缺氧和海洋
酸化情况调查；海气通量走航观测；西南、西
北印度洋中脊及附近海域构造研究； 走航综
合要素观测。
刘诗平

已要求地方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
新华社北京电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北
方部分中小学未供暖， 学生们只能“跑步取
暖”的现象，教育部6日回应称，教育部对此高
度重视， 已要求地方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
题，
“真正把孩子们的冷暖放到心上”。
“
我们确实非常心疼这些孩子们，也非常
着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教育部对此事高度重视，部领导明确
要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督促地方迅速地解
决中小学供暖问题。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已向有关省份下发督办通知单， 要求
迅速查明情况，迅速解决问题，确保师生正常
教育教学工作。
“
孩子们的事情没有小事。 ”续梅说，“希
望地方基层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引以为戒，
真正把孩子们的冷暖放到心上， 真正能做到
以学生为本，切实保障学生的利益，从而保证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条
件下健康成长。 ”
胡浩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获颁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
‘地球卫士奖——
—激励与行动
奖’ 的得主是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亲善大使迪
亚·米尔扎5日晚在位于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的环境署总部宣布。
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和欢快的音
乐，老、中、青三位塞罕坝人从联合
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
姆手中接过象征联合国环保最高荣
誉的奖杯。
虽然早已白发苍苍，73岁的陈彦娴走向
演讲台的步伐却十分轻盈。“此时此刻，我代
表三代塞罕坝人来领奖， 激动的心情是无法
用语言来描述的。 ”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 内蒙古
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历史上，塞罕坝曾是森林
茂密、禽兽繁集。 后来由于过度采伐，土地日
渐贫瘠。到上世纪50年代，千里林海已变成人
迹罕至、风沙肆虐的沙源地。
55年前，369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
人毅然来到这个黄沙漫天、草木难生的地方。
半个多世纪里， 前仆后继的三代塞罕坝人只
做了一件事——
—种树。
陈彦娴依然记得自己刚到塞罕坝的情
景：“上山造林没水喝，满嘴起泡，嘴唇干裂，
张不开嘴。 我们只能把干粮掰成小块儿往嘴
里塞。 一天下来，泥水糊得满身满脸都是，不
说话分不清谁是谁……”
回忆和讲述在塞罕坝造林的艰苦历程，
陈彦娴却始终面带笑容。“虽然经历了很多磨
难， 但我不后悔。 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
会，我还是会选择塞罕坝。 ”
如今，第一代塞罕坝人都已至暮年，有些
已经离世，但他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却跨越时空，薪火相传。
作为第二代塞罕坝人的代表， 塞罕坝机
械林场场长刘海莹参加了当晚的颁奖典礼。
在他看来，塞罕坝的成功，除了依靠持之以恒
的信念，也少不了科学求实的管理理念。
建场以来，塞罕坝一边抓造林，一边抓营
林。 特别是自1983年全面转入森林经营阶段
以来，树立起“造林固本、经营培元”的理念，
摸索出一套科学抚育管护的模式， 实现了良

塞罕坝旧貌换新颜。
性循环的发展链条。
“
塞罕坝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凝聚着科技
的力量。”刘海莹说，塞罕坝的开发建设，就是一部
中国高寒沙地科技攻关、可持续发展的进步史。
如果用“拓荒”来形容第一代务林人，用
“传承”来形容第二代务林人，那么，第三代务
林人可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80后”于士
涛告诉记者：
“
攻坚”。
于士涛解释说，经过55年的奋斗，整个塞
罕坝能够造林的地方几乎已被开发殆尽。 尽
管如此，第三代塞罕坝人正在向更干旱区域、
更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通过科学研究、借助
外脑等，突破了多品种种植、病虫害防治等难
题， 并承担了包括鸟类问题研究等多个科研
课题，在新的时代继续艰苦创业。
守业更比创业难。 摆在于士涛这些年轻
人面前的挑战是，如何接好林场经营的
“接力
棒”。“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老一辈的成果
在我们手上可不能毁了，”于士涛说。
现在的塞罕坝， 森林覆盖率从11.4%提
高到80%，每年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1.37亿
立方米，固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提
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 55年时间，
塞罕坝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着“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在领奖当晚， 陈彦娴特地选了一件鲜绿
色的外套。正如她在致辞中所言：“我们相信，
种下绿色，就能收获美丽，种下希望，就能收
获未来！ 我们为自己能够亲手创造一个绿色
奇迹而感到无比自豪！ ”
“这是属于塞罕坝三代人的荣誉，”被问
及获奖心情时，陈彦娴回答道。
新华社记者金正 卢朵宝

陕西记者采访中被打续：

3人涉非法拘禁被刑拘
晚报综合消息
据新京报报道，陕西电
视台记者采访中被多人围殴， 并被锁太平间
一事有新进展。 12月6日晚间，陕西省西安市
周至县公安局再次通报称，3人涉非法拘禁，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据媒体此前报道，4日下午， 陕西电视台
“都市热线”栏目记者就“天价停尸费”一事，
对周至县人民医院进行采访时， 在医院办公
室内被十几人团团围住， 不仅试图抢夺采访
设备，而且先后三次对记者实施殴打。 此后，
现场记者被院方拘禁在医院太平间里， 数十
分钟后才放出。 另外，记者的
“采访车还遭到
对方尾随，直至到达西宝高速武功收费站，对

方才离开”。
5日晚间，周至县公安局通报称，截至12
月5日下午6时，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已对涉
案的6名人员行政拘留，包括周至县人民医院
办公室副主任白某(男、37岁)、保卫科副科长
王某(男、35岁)保安宋某(男、34岁)和金某(男、
32岁)以及姬某(男、31岁)和太平间管理员辛
某(男、64岁)。
6日晚间， 周至县公安局再次通报称，涉
案当事人庞某(县人民医院保卫科科长，男，
49岁)、王某(保安，男，50岁)和孙某(县人民医
院监控室管理员，男，28岁)因涉嫌非法拘禁，
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王煜

地铁隧道遭打桩机击穿
事发深圳，致列车受损严重
晚报综合消息 据南方网报道，12月6日7
时许， 深圳地铁11号线隧道因隧道外部施工
单位违规打桩施工，致列车撞断桩头，列车严
重受损，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将近13个
小时的抢修，19点48分起地铁集团恢复了11
号线红树湾南-后海下行列车运行服务。
昨天上午， 广东省深圳市地铁集团官方
微博“
@深圳地铁运营”发布消息称，6日晨7
时许，外部施工单位(正业建设有限公司)在
为业主方(深圳市昂赛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进行项目(昂赛特攀岩基地)作业时，在未经

审批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打桩施工作业， 造成
地铁11号线红树湾南-后海区段 (往碧头)方
向接触网设备受损，供电中断，过程中伴随部
分部件掉落致一列车车头受损， 事件中无乘
客受伤。 由于触网受损较大、维修难度较高，
因此，故障排查抢修时间相对较长。
20时许，记者从深圳市地铁客服了解到，
经过全力抢修及系统安全检查，11号线红树
湾南-后海下行已具备列车运行条件，地铁集
团于19点48分起恢复11号线红树湾南-后海
下行列车运行服务。
刘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