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李益钧 版式 唐铭娇 校对 张莹2018年4月20日 星期五时事 揽九州· 本版电话：8806631310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888117114008800400

网上订餐：www.lihua.com

送餐时间：10点-21点
盒饭送餐时间：10点-19点30
送餐专线：86683377专线：8668787888101717

大娘水饺
85307808
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旺顺

便民信息

88135500桃园
搬家，室内外清洗，拆装，空调，落水管

写字楼招租
广化桥北堍华声大
厦七楼整层写字楼
招 租,面 积 713m2。
交 通 便 利 ，已 装
修 。 租 金 面 议 。
联系电话：86643993
18602598636高先生

企业招聘管理，销售人
员，年薪10万起，觅25-
45岁优秀人才共创事业。
联系:徐经理13861277298

诚
聘

市中心3000m2KTV包箱舞厅
设备证照齐全（营业中）现转
让或承包可做（足浴），望有实
力者来电洽谈，非诚勿扰。
联 系 电 话 请 于 下 午 ：
1306906707、 13901500731

KTV承包或转让

地址:河海东路1～3号、青洋高速出口
550米即到；大楼第一、二、四层
1500～2500㎡：共8000㎡、适应科研
开发中心、服装纺织、电子、工艺品。
车间有35吨行车2台17米高，3200
平方，用于重型机械加工，大卡车20米
厂内道路通畅。新北区昆仑路35号别
墅二幢出租，环境好、交通方便。
联 系 电 话 ：赵 18018255810

有房出租

�唐文洁遗失就业登记
证，编号：30004258，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州公路运输集团
有限公司遗失客运省
际包车线路牌 7张，线
路牌牌号分别为：苏
运包字 0400004、苏运
包字 0400199、苏运包
字 0400171、苏运包字
0400046、苏 运 包 字
0400048、苏 运 包 字
0400045、苏 运 包 字
0400832，声明作废

�梁会功遗失销售不动
产统一发票，发票代码：
232041500100，发 票 号
码 ：03393446，金 额 ：
379000元，声明作废

�常州帝景商贸有限公
司遗失渤海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商业险批单，保
险 批 单 号 ：
2320403602017009880-01,
声明作废

�常州市博斯宇商贸有
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本，税号：苏税常字
320400050263124号，声
明作废

�天宁区茶山龙胜服装
制作室遗失华安保险
商 业 险 发 票,保 单 号:
6080502030220180000210,
发票代码：3200164350，
发票号码：25232179，声
明作废

招租 转让

综合信息地址：常州市北大街大庙弄2号新闻大厦南楼807室 电话：0519-8668555313685263567
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南楼311室 电话：0519-8667799313775616318

受相关部门委托，定于2018年5月8日上午9时
30分在孟河镇齐梁发展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公
开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1、孟河镇富民小区三期剩余门面房使
用权。2、孟河镇东庭苑小区剩余门面房使用权。

二、标的咨询、展示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本公
司接受咨询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双休日除外)。

三、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须于拍卖日前凭有效
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付保证金。保证金交付
截止时间为5月7日16时整(以到本公司账户为准)。

咨询电话：89981268、13815039115、13776877760
2018年4月20日

江苏双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王刚遗失常州大学信
息数理学院学生证，证
号：17461128,声明作废

日前，西安市公安局雁
塔分局小寨派出所人头攒
动。争先恐后来办落户手
续的，多是附近大学在校学
生。长安大学学生张雯对
记者说，现场咨询之后就直
接办理了落户，只花了半个
小时。

“一天抢到 8000 人”“3
年落户 100 万大学生”⋯⋯
近期，各地纷纷上演“抢人
大战”。至少20个城市先后
出台包括解决户籍、提供租
房购房便利条件、支持创业
等吸引人才的新政策。

人 才 争 夺 进 入
“白热化”阶段

3 月 23 日，西安市公安
局宣布，全国在校大学生仅
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在线
落户。就在新政宣布当天，
西安迁入8000多人。至此，
武汉、成都、西安、郑州、长沙
等区域中心城市的人才争夺
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为
吸引人才出台的优惠政策
效果立竿见影。

根据西安市公安局公
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西
安市外迁入共 244978 人。
其中博士以上 392 人，硕士
研究生6689人，本科74960
人，大专 50233 人，中专、技
校17796人；人才引进9851
人。对比 2017 年一季度，
西安市外迁入仅 26130 人，
2018 年一季度西安的落户
人口数增长了近10倍。

郑州市人才办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2月初，各类人
才落户 5264 人，接近去年
人才落户总量半数。在武
汉，2017年武汉实现大学毕
业生留下创业就业 30.1 万
人，新落户 14.2 万人，均创
历史新高。今年要确保留
汉大学生达25万人以上，一
季度，大学毕业生留汉创业
就业已近10万。

吸引人才“三大
实招”：户口、住房、
创业

记者采访发现，在这场
“抢人大战”中，各地引才政
策主要是“抡出”户口、住

房、创业等方面优惠条件的
“三大实招”：

——便利落户。石家
庄简化人才落户手续，符合
条件的优秀青年人才及高
校毕业生凭身份证、毕业证
即可办理落户手续，公安部
门即报即批、当日办结。南
京 40 岁以下本科毕业生即
可落户。武汉大学生落户
几乎“零门槛”，推行“社区
公共户”“人才住房券”等制
度。郑州对高校毕业生、职
业（技工）院校毕业生、留学
归国人员和技能人才实行

“零门槛”落户。
——提供租房、购房优

惠。符合条件的人才到石
家庄市工作之日起，5 年内
最高每月享受 2000 元的房
租补助。在武汉，大学生可
以申请租赁大学毕业生租
赁房，还可以低于市场价
20％ 的 租 金 租 到 租 赁 房 。
在郑州，青年人才首次购买
住房，博士每人补贴 10 万
元、硕士每人5万元、本科毕
业生每人2万元。

——提供创业贷款、启
动资金。海口提出，经评审
通过的科技创新创业团队，
一次性给予启动资金 30 万
元。石家庄提出，毕业 5 年
内，普通高校毕业生合伙创
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可
申请最高 80 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

对人才和人口的渴求
不断蔓延，包括东莞、潍坊、
佛山等三四线城市近来也

纷纷加入“抢人大战”。专
家表示，人才争夺战可能仅
仅是一个开始，以后会有更
多地方加入，具体的引才措
施也会更加多样化。

“ 抢 人 大 战 ”折
射哪些新动向？

目前，“抢人大战”参与
度最高的武汉、西安、成都、
郑州、长沙、南京等城市，多
数是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
市”，大部分都处于扩张与
产业转型期。

多 位 受 访 专 家 表 示 ，
“抢人大战”折射出中国经
济发展动力与区域经济版
图变化的新动向。

留年轻人、留住受到良
好教育的人才，就保证了城
市的未来——这是不少城
市管理者的共识。记者采
访发现，目前，武汉、郑州、
西安、成都等城市，都在不
遗余力发展信息产业、生物
医药、智能制造等产业，推
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而其人力资源的基础就是
大学生。

在武汉发展活力最强的
光谷，近年来每年以大学生
为主的新增参保人口就超过
10万人，他们是光谷光纤信
息、生物医药产业蓬勃发展
的重要基础。“如果说过去经
济增长驱动因素主要靠投资
与外贸，那么，现在和未来都
要靠人才与创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
教授薄文广说，过去，“抢人

大战”主要是春节后各地高
薪“抢工人”，尤其是有技能
的熟练工，他们是为大量的
基础设施建设与加工厂流
水线生产服务。现在，“抢
人”演变为各地争抢以大学
生为代表的智力资源。

这一变化，是改革开放
40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动力不断转型升级的重
要例证。

大学生落户、就业去向
的变化，也透露出中国区域
经济版图的新变化。根据
湖北、湖南、陕西等省份教
育部门公布的普通高校毕
业生数据，这些高校资源相
对集中的省份，毕业生前往
广东、北京等地就业的比例
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本地就
业、创业比例明显提高。

“过去，高校毕业生扎
堆去北上广，现在则不少选
择留在省内，尤其是省会城
市的比例大幅提升，这在中
部地区高校是普遍现象。”
湖北一所高校就业部门负
责人介绍，各地抢人大战
中，户口、补贴、贷款都是辅
助性政策，工作岗位和发展
机会才是大学生落户的主
要考量因素。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
授伍新木说，大学生选择户
籍管理更宽松、更宜居、更
有事业前景的城市，改变了
原来千军万马挤入大城市
的发展路径，这也是中国经
济正逐步实现地区发展平
衡的一个缩影。 据新华社

多地上演“抢人大战”

只要你够优秀，这些大市户口带住房帮你办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
申进科19日发布消息，空军近日连续组织
多架轰炸机、侦察机成体系“绕岛巡航”，锤
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

空军开展的海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
练，出动了轰－6K、苏－30、歼－11 和侦
察机、预警机等多型多架战机。轰－6K等
战机实施了“绕岛巡航”训练课题，提升了
机动能力，检验了实战能力。

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空军依照相关
国际法和国际实践，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
峡、对马海峡，持续组织海上方向实战实
训。空军还要按照既定计划，继续组织多
型战机“绕岛巡航”。

空军航空兵某团轰－6K 飞行员杨勇
说：“这两天，我们接连绕岛巡航，战斗机不
断刷新战斗航迹，飞行员不断刷新战斗经
历。每一次绕岛巡航，都强一份使命担当、
多一分血性胆气。听从祖国和人民的召
唤，空军飞行员勇往直前。”

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按照“空天一
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空军深入开展海
上方向实战化军事训练，备战打仗能力发
生历史性变化。空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
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

中国空军多型战机

连续“绕岛巡航”
检验实战能力

新华社北京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9 日就空军战机“绕岛巡航”应询表示，

“台独”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
实威胁，两岸同胞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
惕。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
图谋和言行，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出去的图谋都注定失败。任何人、任何势
力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

有记者问，空军近日连续组织多型多
架战机“绕岛巡航”，并且还将继续组织战
机“绕岛巡航”，检验实战能力。舆论认为，
这是大陆在台湾海峡18日军演之外，对台
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台独”言论以及
岛内“台独”分裂活动进一步发出警告，请
发言人予以说明。马晓光在答问时做上述
表示。

国台办表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要低估我们的
决心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