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违法 曝光台

环境违法排污行为必将受到严
惩。近日，成都顶力木业有限公司因

“顶风作案”，擅自排放未经处理的
大气污染物，受到了严厉惩处。记者
了解到，市环保局于日前发布了关
于对成都顶力木业有限公司行政处
罚公告，除要求该企业立即改正环
境违法行为以外，决定对其给予30
万元罚款。

据悉，经查，位于成都市成华区
东昌路的成都顶力木业有限公司，
以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同时，车间打磨工序产生的粉尘也
没有遵循环保部门“经中央除尘器
处理后实行达标排放”的规定，擅自

通过外墙排风扇直接排放外环境。
“这样的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
条第二款的规定。”市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调查取证和案件审
理，市环保执法部门认定该企业环
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危
害严重、社会影响恶劣，遂依法责令
成都顶力木业有限公司立即改正上
述环境违法行为，同时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决定对其并
处30万元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将
按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
罚款。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通讯员 蓉环

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
成都顶力木业有限公司被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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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超过30%的经济增长贡
献率，成为世界引擎；中国车、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网，赢得世界点赞；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凝
聚世界共识……透过现象追根溯
源，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
坚强有力的领导，是创造这一切奇
迹的根本原因。

“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在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释了党的领导对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
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作用，以三个“永远”指引中国共
产党人更好担当起自己的历史使
命。铿锵话语，谆谆之言，彰显大国
领袖的高瞻远瞩，照见共产党人的
赤忱初心。

群雁高飞，离不开头雁的引领；
千舟竞渡，需要旗舰的领航。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办
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从九原板
荡的危机中诞生，在烽火硝烟的战
争中淬火，于激情燃烧的建设中挺
立，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壮大，回望
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
始终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带领
亿万人民为民族复兴共同奋斗。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掌舵引航，中国号巨轮
驶入全新的水域。历史已经并将继
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没
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

骨，就要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东西南北中，党
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党的
十九大绘就了走向美好未来的宏伟
蓝图，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
长征。要攻克前行路上的“娄山关”和

“腊子口”，更需全国各党派、各团体、
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凝聚起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磅
礴力量，万众一心向前进。

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
骨，就要始终自身过硬、勇于自我革
命。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
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过
去5年，从重拳出击、铁腕反腐，刹住
歪风邪气，到严肃纪律、建章立制，
增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
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
强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们仍要深入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与人民心
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
结奋斗，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
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政党，
伟大的政党成就伟大的事业。毫不
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
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就能
让亿万人民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在
新时代的浩荡东风里，推动承载着
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
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永远做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五论习近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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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一周简历涨幅
成都居全国首位

大/数/据/说
赶集网招聘大数据显示赶集网招聘大数据显示，，成都蓝领招聘市场成都蓝领招聘市场

简历量较春节期间增幅为简历量较春节期间增幅为366366..99%%，，位居全国首位居全国首
位位。。5858同城发布的数据显示同城发布的数据显示，，成都年轻白领招聘成都年轻白领招聘
活跃企业数和求职者新增有效简历量均排名全活跃企业数和求职者新增有效简历量均排名全
国第四国第四，，在新一线城市排名第一在新一线城市排名第一，，并超过了上海并超过了上海。。

58招聘研究院院长李妍认
为，“相比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
市生活成本高、交通拥堵、人口
众多来说，这些新一线城市在
人才落户、住房补贴、生活补贴
等方面的优惠人才引进政策，
确实吸引了大批年轻白领”。同
时，李妍表示，“近两年，随着新
一线城市的崛起，带动了人才
需求增长，新一线城市人才竞
争力也逐渐上升，吸引本地人
才从一线城市回流的同时，也
将吸引一线城市人才和海外人
才流入。”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梳理
了成都相关的人才引进政策发
现，成都在2016年、2017年连续
两年出台人才新政，其中，2017
年7月出台的“成都实施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提出了
给予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扶
持、鼓励青年人才来蓉落户、发
放人才绿卡等12条人才新政，
被称为“史上最强人才新政”。
同时，成都提出大力实施“蓉
漂”计划，推行“先落户后就
业”，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
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制度，
鼓励大学生来蓉创业就业、鼓
励在蓉大学生留蓉发展。

另外，2018年3月初，市经
信委、财政局公布《成都市实体
经济新经济领域人才奖励实施
办法》，该办法自2018年4月1日
起施行。办法指出，对市域实体
经济和新经济领域年收入50万
元以上的人才，按其贡献给予
不超过其年度个人收入5%的
奖励。该办法所称的年收入，是
指因任职受雇在某一单位缴纳
个人所得税后年各项个人所得
（包括但不限于工资、薪金、奖
励、分红等）的总和。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
弃在上海的高薪工作，跑来成都生活，
但我没有质疑过自己的选择，在成都
也能收获我想要的东西，现在我把妈
妈也接过来和我一起在成都生活了。”
毕业于名校研究生的孙丽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成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包容的
城市，相比于一线城市来说，可以平衡
工作和生活。在一线城市背负的生存
压力相对较大，可能会让渡私人生活
的时间，这当中包括交友、陪伴家人、
发展个人兴趣爱好等等。”

“不是说成都就没有生存压力，也
还是有。”孙丽目前在成都一家外企就
职，工作节奏很快，也会经常出差，她
说，“但是成都在发展的同时保留了另
一端，街边吃东西的小馆子非常多，各
有特色，如果花点心思，不用付出太多
的钱也可以把自己喂饱，而且花样不
少。”“另外，租房的成本也相对小，吃

和住这两项没有太大顾虑了，人就不
会慌了，还能过上有点有质量的生
活。”孙丽说。

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
院的周女士来自四川的一个三线城
市，2017年选择回成都找工作的她在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读
了硕士学位，留在北京，对于个人职业
发展而言，机会比较多。但是在北京实
习的半年时间里，我感觉这个城市的工
作压力、竞争压力、生活消费还是偏高，
挣得多花得也不少。”她说，“成都是个
发展潜力很大的城市，处在上升期，许
多世界500强都在成都有分公司，生活
节奏也要比北京慢很多。在成都，我不
一定会比在北京见识少、挣得少，而且
生活也很舒适。早来比晚来更好，可以
从参加工作一开始就打造自己在成都
的人脉圈，熟悉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
更利于自己以后在这座城市立足”。

近日，58同城发布了2017年《中
国年轻白领就业报告》，数据显示，
2017年新一线城市年轻白领招聘活
跃企业数和求职者新增有效简历量
数均超过一线城市。年轻白领求职
热门城市排名前十位依次是深圳、
北京、广州、成都、上海、重庆、郑州、
武汉、杭州、长沙。企业招聘需求热
门城市前十位是深圳、北京、广州、
成都、上海、东莞、郑州、重庆、长沙、
武汉，成都在新一线城市排名第一。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58同城
定义的年轻白领是大专及以上学
历，工作年限五年以内的社会人才。

值得关注的还有年轻白领的薪
资要求。据《中国年轻白领就业报
告》数据显示，工作年限在3年以下
的白领期望薪酬平均值为6320元/
月，工作年限3～5年的年轻白领期
望薪酬平均值为11660元/月。成都
年轻白领期望薪资平均值为8430
元/月，排名全国第九。58招聘研究
院院长李妍表示，新一线城市商业
化进程加快、生活方式多样化等特
点，提升了年轻白领的期望薪酬。

蓝领市场：
成都节后简历量猛增
求职者抢占新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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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的周女士—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的周女士

据新华社电 当你出门在外，通
过手机社交、工作、打理财务；当你
回到家，通过智能音箱控制空调暖
气、冰箱电视；当你坐上汽车，设定
程序自动驾驶，而你可以美美地睡
上一觉……在24、25日举行的中国
（深圳）IT领袖峰会上，IT“大咖”们
畅想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数字中国发
展的美好未来。

“客厅经济”将达万亿规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在不少参会者看来，这将
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强劲动能。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
景下，一批“独角兽”迅速成长。艾瑞
咨询研究院副院长金乃丽说，一批

“独角兽”近年来的崛起体现了互联
网产业进入新阶段的特点——深度
布局，不断与交通、餐饮等实体产业
进行打通、融合，从而形成自身在某
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科技部火炬中心、长城战略咨
询近期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独角
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
底我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总估值
达6284亿美元。独角兽企业是指成
立10年以内、估值超过10亿美元、获
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

不少专家表示，互联网与家庭
生活融合，形成的“客厅经济”将成
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赛迪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邢婷说，未
来2~3年，家庭互联网将逐步构建
生态圈，预计2023年能实现智能化

普及，构成万亿客厅经济。
“比如手机连接空调，当我离家

10分钟路程的时候家里的空调自己
就开了，当你进屋的时候感觉非常
凉爽。电饭煲自动做一顿饭没什么
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要知道主人吃
饭是喜欢硬的还是软的，菜是偏咸
的还是偏淡的。”捷孚凯市场咨询
（中国）有限公司通讯事业部研究总
监金瑞兆认为，全景化智能正在来
临，而在“客厅经济”中，智能音箱是
重要入口之一。

正推进无人驾驶技术落地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
主席郭为说，数字中国不仅仅是给
中国老百姓带来很多便利，也是实
现中国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只有科学技术真正创新，才能够给
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

马化腾说，创新驱动要更加注
重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再加上金融支持，构建一
整套创新体系。与此同时，要持续完
善机制，吸引集聚高端人才。

令人欣喜的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的同时，我国互联网科技企
业不仅局限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技
术引领型公司不断出现，甚至开始
走向国际市场。

在广州南沙新区，拥有数十位
人工智能海归博士的创新企业“小
马智行”，正希望实现无人驾驶的

“中国梦”。小马智行首席运营官胡
闻说，公司正在全力推进无人驾驶
技术落地。

IT领袖峰会“大咖”畅谈数字中国发展前景

万亿规模！
客厅经济将成新经济增长点

如果说，求职者
的追捧彰显了一个
城市的吸引力和生
命力。那么，成都的
吸引力，正被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认可。

随着求职潮不断
掀起，在就业城市方
面，今年较去年略有
不同，很多新一线城
市一跃成为求职者的
热门目标城市。来自
各大网站的数据显
示，成都表现亮眼。

据赶集网蓝领市场招聘大数据
显示，今年春节后一周的简历量，相
比春节期间，涨幅前三的城市分别
为成都、西安、武汉。赶集网招聘大
数据显示，成都节后一周简历量相
较春节期间增幅为366.9%，位居全
国首位。而在去年，排名前三的城市
是广州、杭州、西安，这意味着越来
越多的求职者在就业上开始考虑转
向“新一线城市。

宇辉作为成都本土招聘公司，
已经营了23年，宇辉人力资源集团
招聘事业部副总经理周玉红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成
都的招聘企业明显增多，仅是较
2017年年初就增长了20%左右”，周
玉红告诉记者，“零售百货、餐饮服
务、家居生活、第三方服务业得到较
大发展，蓝领市场的招聘需求也日
益增长。”

年轻白领市场：
新一线城市更受青睐
成都成新宠之首 故事

求职者：
“成都能平衡我的工作和生活”

新闻观察

多项人才新政
增强成都吸引力

从年轻白领供需双方的活
跃度看，成都不仅在新一线城
市排名第一位，并且在全国城
市排名第四位，超过了一线城
市上海。成都频频出台人才新
政，鼓励大学生落户，修建人才
公寓，对于高层次人才给予补
贴，并设立以亿为单位的专项
资金。

赶集网蓝领市场招聘大数据显示：

3月17日，成都，青年人才大型招聘会吸引众多应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