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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发现，李先生所
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单车遭破坏
现象比较严重。记者在劳动北
路看到，一堆树枝里放着一辆单
车，车身有很多划痕。草丛里放
着两辆单车，筐子已完全脱落。
文昌门附近，记者看到一辆被破
坏的单车，座椅不翼而飞了，只
有车身。大学东路上，一辆单车
没有脚蹬。

记者随机进行了试骑，遭遇
两辆故障车，也被收费。

对此，多家单车企业表示，企

业一直在维护车辆，也希望广大
市民不要破坏单车，良好的用车
环境需要用户和企业共同努力。

摩拜单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期天气好、高校开学，导致共
享单车的使用率、车辆周转率都
有所提升，他们已增加线下运
力，及时调度车辆，保障更多用
户的正常使用。如用户所在区
域单车供给不足，可以通过其
APP进行反馈。如果扫码开锁

后发现车辆故障无法使用，及时
关锁后，摩拜单车APP会弹出提
示，询问是否车辆故障，如用户
反馈故障，他们将进行车辆干
预，同时也不会扣取用户费用。
对单车较高的损坏率问题，小黄
车客服人员表示，他们安排专员
进行网格化管理，每个人负责三
百辆车，发现问题及时维修。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郭珂杨若林

有人上私锁有人带回家私占共享单车或担责 后续

故障单车将及时维修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记者昨日
从西安市物价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
明码标价工作，禁止价格欺诈行为，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西安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规范明码
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专项检查。

此次将对全市各商场超市、特色

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及周边旅游商品
销售点、电脑城及各类电子市场、汽
车销售企业等进行专项检查。检查
内容包括销售商品是否实行明码标
价；明码标价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政策
规定；有无利用标价方式或价格手段
进行价格欺诈的行为等。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记
者从陕西省人社厅获悉，为了促进我
省职业资格鉴定工作健康和谐、平稳
发展，调整我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
准，按照不同职业（工种）鉴定考核所
需原材料、能源消耗、设备折旧、场地
租赁和考务费用等成本和支出情况，
将所有职业（工种）调整划分为A、B、
C 三类，实行职业技能鉴定分类
收费。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实行收
费制和补贴制并行的原则，收费标准

为200元/人次。享受专项职业能力
考核补贴的不允许收费，专项补贴标
准为200元/人。向职业技能鉴定考
试合格人员发放职业资格证书，不收
取费用。因证书遗失、损坏等情况下
需要补办证书时，需收取证书工本费
10元/本。考试单位代售考试相关资
料的，按照自愿原则，以资料实际成
本照实收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
行将资料费计入考试费，不得擅自提
高考试费标准，不得再加收其他任何
费用。

我省调整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西
安市人社局下发规范西安市失业调
控补贴审批有关工作通知。

西安市参保单位通过内部培训
主动扩大就业岗位吸纳人员、进行转
岗培训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符合条件
的，给予参保单位失业调控政策补
贴。其中，通过转岗培训分流安置富

余人员的单位，每培训安置一名职工
给予培训补贴600元和安置补贴500
元。通过内部培训主动扩大就业岗
位吸纳人员的单位，除给予以上两项
补贴外，每名职工再给予100元的职
业介绍补贴。补贴总额不超过参保
单位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30%。

西安规范失业调控补贴审批

本报讯（冀亮首席记者赵丽莉）
记者昨日从西安市城市管理局曲江
分局了解到，10月6日，西安市“互学
互看互比”观摩会后，曲江新区管委
会结合辖区自身实际情况，立即组
织召开现有违法建设专题会议，曲
江新区“两拆办”会后立即组织 200
余名执法人员，对绕城高速桥下、绕
城高速周边楼顶违规加盖等6处违
法建设进行集中拆除。截至10月10

日，已累计拆除违法建设面积6.6万
平方米。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曲江分局相
关负责人说，他们下一步将按照“零
容忍、严打击、零增长”的违法建设治
理要求，对现行确认存量违法建设坚
决拆除；对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和市容
市貌及增加面积的违法建设坚决拆
除；对存在重大消防和质量安全隐患
的违法建设要坚决拆除。

曲江全面打响违建清零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三季度全
省主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报告
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陕西省人力
资源市场部分供需指标有小幅回落，
总体趋势保持平稳。

报告显示，三季度，用人单位进
入现场招聘会的热情有所减退。与
现场招聘相比，招聘网站用人需求
相对较为活跃。陕西省人才交流中
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网上招聘与
现场招聘需求“一增一减”，保证了
我省整个人力资源市场需求较为稳

定，吸纳就业的能力依然较强。而
进入市场招聘的单位中，国有企业
和外资企业数量同比双双有所增
加，用人意愿较强。此外，三季度制
造业继续起到了稳定市场需求的作
用，教育和居民服务业等新兴服务
行业需求持续扩大。

薪酬方面，三季度用人单位提供
的平均薪酬为3155元/月，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了102元；求职个人期
望薪酬为 3289元/月，同比增加了
156元；薪酬供需差距为134元。

三季度用人单位平均薪酬3155元/月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明年我省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3月30日至
31日进行，记者10月11日从省考试
管理中心了解到，明年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报名将于今年11月1日至8日
进行。

我省明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

报考对象为：具有陕西省普通高中学
籍的高二、高三年级在校学生，2019
届以前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职业
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毕
业生和社会人员均可报考。本次开
考思想政治、历史、地理、通用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等7科。

明年全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月30日开考
开考7科今年11月1日起报名

观赏小路你不走 偏在草丛辟蹊径

赏景拍照要文明

私锁共享单车遭谴责
单车企业：发现问题车辆会及时维修

几位女子游览时，看到大片
粉色的“网红”植物，便走入草丛
拍照，随后还席地而坐吃起零食
……几分钟后，她们的朋友圈
里，会出现和美景的合影，但是，
这份美景她们真心配不上！

昨日，记者在大明宫国家遗
址公园内，看到“网红拍照圣地”，
远远望去一片粉色，很是壮观。
目测这一片粉色植物面积超过一
个标准篮球场，植物高度多在80
厘米左右。工作人员介绍，这种
植物叫粉黛乱子草，因颜色特殊，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拍照。

在粉色的“花海”中，有5名
游客正在拍照，其中2名女士自
拍，时不时地调整角度和站立的
位置，1名游客用相机为 2位同
伴拍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走进草丛中……在记
者观察的近两个半小时里，除了
一男一女未走进草丛，站在水泥
区域保持距离观赏外，其余所有
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走进草丛中，
与粉色植物近距离拍照。

14时许，记者看到4名女性
游客，不仅在草丛中拍照，准备
离开时，竟有人提出“吃点东
西”，于是 4人在草丛中席地而
坐，吃起了携带的食物。另外，
还有一位游客拉着纱巾在草丛
中奔跑拍照……

靠近路边的粉黛乱子草，植
株都有倾斜的状态，几株已彻底

被压倒，再往里看，连成片的草
中出现几处“窟窿”，原来是有游
客进入草丛踩倒了植株。

工作人员说，草丛中专门铺
设有观赏走的路，也可以达到拍
摄要求，在植株空隙的草坪上行
走是不允许的。但一些游客为
达到“人在画中游”的场景，在草
丛中踩出“路”。观赏路旁的植
株出现了倾斜、倾倒的状况，游
客自行“开拓”的“路”两边破坏
更为严重，粉黛乱子草呈现向四
面倾倒的惨状。

此时，一位女士提醒伙伴别
踩了，对方边走进草丛中边说：

“没事，咱只是拍个照！”这时园
方安保人员出现并制止了游客
在草丛里拍照的行为。

对此，市民刘先生很是气
愤，践踏花草而拍照，这样的照
片发在朋友圈，真不配。附近保
洁人员也惋惜地说：“保安平时
来了会管，我们也尽可能提醒游
客，可是进去的人太多，保安走
了，他们又进去拍照。”

记者致电园区管理人员，对
方表示，粉黛乱子草去年也有，
只是今年突然爆红，吸引了大量
游客。“我们之前就有相关规定，
对踩踏破坏的行为，在核实后确
认已经造成破坏情况下，我们会
对涉事游客进行处罚，平时也安
排有安保人员进行巡逻，劝阻游
客进入草丛踩踏植物。”工作人
员说。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市民在粉黛乱子草里拍照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有人上私锁有人带回家私占共享单车或担责》一文，经本报昨日报道后，引发强烈关注。很
多读者一方面谴责私占单车者，莫让“私锁”扼住“共享”的咽喉，另一方面又希望单车企业认真履
行责任，发现问题车及时维修，不然有私占单车者会说——找一辆好单车不容易，所以才不得已上
锁方便自己骑行。

看到本报报道后，很多读者
网友强烈谴责私锁单车者。市
民林先生的说法代表了很多人
的观点，“共享单车不是公车，让
共享精神来为自己、为他人提供
便利，是科技的进步，也体现了
文明的程度。如果每个人都只
想到自己方便，不管他人的权
利，那么，最终等待他的将是法
律的制裁。”

李先生讲述了私占单车的

一个原因，“找一辆好的单车真
不容易，不是车头不灵活，就是

‘缺胳膊少腿’，好不容易遇到一
辆好单车，骑过后真舍不得放
下。”李先生说，有一次，他骑单车
回家，大概瞅了一下没啥问题，便
扫了码，可骑上车后，车把变形，
根本摆不直，差点摔倒。他只好
关了锁，支付1元钱。他算了一
下，类似这样开锁后就支付1元，
最后因单车有问题而骑行不了

导致花的冤枉钱，不下十几元。
在李先生看来，有人私锁单车自
己用，除了私占者本人的问题外，
还暴露出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单
车企业服务不到位、维修不及
时，导致好车辆少，许多存在安
全隐患的单车，依然在市场上按
正常单车提供给消费者。如果
每辆单车都好用的话，大家一开
锁便能用，谁又愿意多此一举，
再掏钱买把锁子给单车上锁呢？

有人私锁单车

规范明码标价禁止价格欺诈
西安专项价格检查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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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发现，李先生所
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单车遭破坏
现象比较严重。记者在劳动北
路看到，一堆树枝里放着一辆单
车，车身有很多划痕。草丛里放
着两辆单车，筐子已完全脱落。
文昌门附近，记者看到一辆被破
坏的单车，座椅不翼而飞了，只
有车身。大学东路上，一辆单车
没有脚蹬。

记者随机进行了试骑，遭遇
两辆故障车，也被收费。

对此，多家单车企业表示，企

业一直在维护车辆，也希望广大
市民不要破坏单车，良好的用车
环境需要用户和企业共同努力。

摩拜单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期天气好、高校开学，导致共
享单车的使用率、车辆周转率都
有所提升，他们已增加线下运
力，及时调度车辆，保障更多用
户的正常使用。如用户所在区
域单车供给不足，可以通过其
APP进行反馈。如果扫码开锁

后发现车辆故障无法使用，及时
关锁后，摩拜单车APP会弹出提
示，询问是否车辆故障，如用户
反馈故障，他们将进行车辆干
预，同时也不会扣取用户费用。
对单车较高的损坏率问题，小黄
车客服人员表示，他们安排专员
进行网格化管理，每个人负责三
百辆车，发现问题及时维修。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郭珂杨若林

有人上私锁有人带回家私占共享单车或担责 后续

故障单车将及时维修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记者昨日
从西安市物价局获悉，为进一步规范
明码标价工作，禁止价格欺诈行为，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西安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规范明码
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行为专项检查。

此次将对全市各商场超市、特色

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及周边旅游商品
销售点、电脑城及各类电子市场、汽
车销售企业等进行专项检查。检查
内容包括销售商品是否实行明码标
价；明码标价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政策
规定；有无利用标价方式或价格手段
进行价格欺诈的行为等。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记
者从陕西省人社厅获悉，为了促进我
省职业资格鉴定工作健康和谐、平稳
发展，调整我省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
准，按照不同职业（工种）鉴定考核所
需原材料、能源消耗、设备折旧、场地
租赁和考务费用等成本和支出情况，
将所有职业（工种）调整划分为A、B、
C 三类，实行职业技能鉴定分类
收费。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实行收
费制和补贴制并行的原则，收费标准

为200元/人次。享受专项职业能力
考核补贴的不允许收费，专项补贴标
准为200元/人。向职业技能鉴定考
试合格人员发放职业资格证书，不收
取费用。因证书遗失、损坏等情况下
需要补办证书时，需收取证书工本费
10元/本。考试单位代售考试相关资
料的，按照自愿原则，以资料实际成
本照实收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
行将资料费计入考试费，不得擅自提
高考试费标准，不得再加收其他任何
费用。

我省调整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西
安市人社局下发规范西安市失业调
控补贴审批有关工作通知。

西安市参保单位通过内部培训
主动扩大就业岗位吸纳人员、进行转
岗培训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符合条件
的，给予参保单位失业调控政策补
贴。其中，通过转岗培训分流安置富

余人员的单位，每培训安置一名职工
给予培训补贴600元和安置补贴500
元。通过内部培训主动扩大就业岗
位吸纳人员的单位，除给予以上两项
补贴外，每名职工再给予100元的职
业介绍补贴。补贴总额不超过参保
单位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30%。

西安规范失业调控补贴审批

本报讯（冀亮首席记者赵丽莉）
记者昨日从西安市城市管理局曲江
分局了解到，10月6日，西安市“互学
互看互比”观摩会后，曲江新区管委
会结合辖区自身实际情况，立即组
织召开现有违法建设专题会议，曲
江新区“两拆办”会后立即组织 200
余名执法人员，对绕城高速桥下、绕
城高速周边楼顶违规加盖等6处违
法建设进行集中拆除。截至10月10

日，已累计拆除违法建设面积6.6万
平方米。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曲江分局相
关负责人说，他们下一步将按照“零
容忍、严打击、零增长”的违法建设治
理要求，对现行确认存量违法建设坚
决拆除；对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和市容
市貌及增加面积的违法建设坚决拆
除；对存在重大消防和质量安全隐患
的违法建设要坚决拆除。

曲江全面打响违建清零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三季度全
省主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报告
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陕西省人力
资源市场部分供需指标有小幅回落，
总体趋势保持平稳。

报告显示，三季度，用人单位进
入现场招聘会的热情有所减退。与
现场招聘相比，招聘网站用人需求
相对较为活跃。陕西省人才交流中
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网上招聘与
现场招聘需求“一增一减”，保证了
我省整个人力资源市场需求较为稳

定，吸纳就业的能力依然较强。而
进入市场招聘的单位中，国有企业
和外资企业数量同比双双有所增
加，用人意愿较强。此外，三季度制
造业继续起到了稳定市场需求的作
用，教育和居民服务业等新兴服务
行业需求持续扩大。

薪酬方面，三季度用人单位提供
的平均薪酬为3155元/月，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加了102元；求职个人期
望薪酬为 3289元/月，同比增加了
156元；薪酬供需差距为134元。

三季度用人单位平均薪酬3155元/月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明年我省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3月30日至
31日进行，记者10月11日从省考试
管理中心了解到，明年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报名将于今年11月1日至8日
进行。

我省明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

报考对象为：具有陕西省普通高中学
籍的高二、高三年级在校学生，2019
届以前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职业
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毕
业生和社会人员均可报考。本次开
考思想政治、历史、地理、通用技术、
物理、化学、生物等7科。

明年全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月30日开考
开考7科今年11月1日起报名

观赏小路你不走 偏在草丛辟蹊径

赏景拍照要文明

私锁共享单车遭谴责
单车企业：发现问题车辆会及时维修

几位女子游览时，看到大片
粉色的“网红”植物，便走入草丛
拍照，随后还席地而坐吃起零食
……几分钟后，她们的朋友圈
里，会出现和美景的合影，但是，
这份美景她们真心配不上！

昨日，记者在大明宫国家遗
址公园内，看到“网红拍照圣地”，
远远望去一片粉色，很是壮观。
目测这一片粉色植物面积超过一
个标准篮球场，植物高度多在80
厘米左右。工作人员介绍，这种
植物叫粉黛乱子草，因颜色特殊，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拍照。

在粉色的“花海”中，有5名
游客正在拍照，其中2名女士自
拍，时不时地调整角度和站立的
位置，1名游客用相机为 2位同
伴拍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点——走进草丛中……在记
者观察的近两个半小时里，除了
一男一女未走进草丛，站在水泥
区域保持距离观赏外，其余所有
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走进草丛中，
与粉色植物近距离拍照。

14时许，记者看到4名女性
游客，不仅在草丛中拍照，准备
离开时，竟有人提出“吃点东
西”，于是 4人在草丛中席地而
坐，吃起了携带的食物。另外，
还有一位游客拉着纱巾在草丛
中奔跑拍照……

靠近路边的粉黛乱子草，植
株都有倾斜的状态，几株已彻底

被压倒，再往里看，连成片的草
中出现几处“窟窿”，原来是有游
客进入草丛踩倒了植株。

工作人员说，草丛中专门铺
设有观赏走的路，也可以达到拍
摄要求，在植株空隙的草坪上行
走是不允许的。但一些游客为
达到“人在画中游”的场景，在草
丛中踩出“路”。观赏路旁的植
株出现了倾斜、倾倒的状况，游
客自行“开拓”的“路”两边破坏
更为严重，粉黛乱子草呈现向四
面倾倒的惨状。

此时，一位女士提醒伙伴别
踩了，对方边走进草丛中边说：

“没事，咱只是拍个照！”这时园
方安保人员出现并制止了游客
在草丛里拍照的行为。

对此，市民刘先生很是气
愤，践踏花草而拍照，这样的照
片发在朋友圈，真不配。附近保
洁人员也惋惜地说：“保安平时
来了会管，我们也尽可能提醒游
客，可是进去的人太多，保安走
了，他们又进去拍照。”

记者致电园区管理人员，对
方表示，粉黛乱子草去年也有，
只是今年突然爆红，吸引了大量
游客。“我们之前就有相关规定，
对踩踏破坏的行为，在核实后确
认已经造成破坏情况下，我们会
对涉事游客进行处罚，平时也安
排有安保人员进行巡逻，劝阻游
客进入草丛踩踏植物。”工作人
员说。 首席记者姬娜

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市民在粉黛乱子草里拍照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有人上私锁有人带回家私占共享单车或担责》一文，经本报昨日报道后，引发强烈关注。很
多读者一方面谴责私占单车者，莫让“私锁”扼住“共享”的咽喉，另一方面又希望单车企业认真履
行责任，发现问题车及时维修，不然有私占单车者会说——找一辆好单车不容易，所以才不得已上
锁方便自己骑行。

看到本报报道后，很多读者
网友强烈谴责私锁单车者。市
民林先生的说法代表了很多人
的观点，“共享单车不是公车，让
共享精神来为自己、为他人提供
便利，是科技的进步，也体现了
文明的程度。如果每个人都只
想到自己方便，不管他人的权
利，那么，最终等待他的将是法
律的制裁。”

李先生讲述了私占单车的

一个原因，“找一辆好的单车真
不容易，不是车头不灵活，就是

‘缺胳膊少腿’，好不容易遇到一
辆好单车，骑过后真舍不得放
下。”李先生说，有一次，他骑单车
回家，大概瞅了一下没啥问题，便
扫了码，可骑上车后，车把变形，
根本摆不直，差点摔倒。他只好
关了锁，支付1元钱。他算了一
下，类似这样开锁后就支付1元，
最后因单车有问题而骑行不了

导致花的冤枉钱，不下十几元。
在李先生看来，有人私锁单车自
己用，除了私占者本人的问题外，
还暴露出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单
车企业服务不到位、维修不及
时，导致好车辆少，许多存在安
全隐患的单车，依然在市场上按
正常单车提供给消费者。如果
每辆单车都好用的话，大家一开
锁便能用，谁又愿意多此一举，
再掏钱买把锁子给单车上锁呢？

有人私锁单车

规范明码标价禁止价格欺诈
西安专项价格检查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