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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嘉）10月8
日，《2019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
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对外发
布，西安的竞争指数31.8，在监
测的全国38个主要城市中排名
第12位。

通过监测全国 38个主要
城市的在线招聘数据发现，
2019年秋季求职期全国人才
供需竞争指数（竞争指数=收
到的简历投递量/发布的职位
数量）为 39.0，这意味着在全
国范围内平均每 39人竞争一

个岗位，2019年秋季的求职市
场更为活跃。2019年秋季求
职期城市竞争指数排行榜中，
北京竞争指数 116.7居首位，
上海以 53.5的竞争指数排名
第二。西安竞争指数 31.8，排
名第12位。

在线数据显示，西安地区
2019年秋季竞争最激烈的五
大职业是 IT 质量管理/测试/
配置管理、交通运输服务和软
件/互联网开发/系统集成。此
外，财务/审计/税务和土木/建

筑/装修/市政工程的竞争也较
为激烈。

西安地区 2019年秋季求
职期的平均薪酬为 7543 元 /
月，在全国 38个主要城市的
薪酬水平中排名第 31 位。
从薪酬的分布情况来看，西
安地区薪酬水平较低，平均
月 薪 4001 元 /月 至 6000 元/
月 的 职 位 占 职 位 总 量 的
33.7%，8000 元以上/月的占
29.3%。

具体来看，保险行业的平

均月薪最高，为 10738元/月；
其次为基金/证券/期货/投资
行业，薪酬水平为 10322 元/
月；再次是中介服务，平均月
薪为 9389元。西安地区平均
薪资排名前十的行业，保险、
基金/证券/期货/投资和中介
服务行业的平均薪资水平及
排名均有所提升；跨领域经营
行业的平均薪资水平和排名
有所下降；租赁服务和航空/
航天研究与制造行业也进入
前十榜单。

2019年秋季西安人才供给报告出炉

秋季求职期平均薪酬7543元/月

本报讯 10月8日，省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传达汪洋同志和其他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省脱贫攻坚工
作的批示指示精神，研究脱贫攻
坚有关工作。省委书记胡和平
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始
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第
一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坚持问
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定信心、尽
锐出战，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省长刘国中，省委副书记贺
荣，省委常委张广智、王兴宁、
牛一兵、卢建军，副省长魏增军、

赵刚、方光华、徐大彤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央脱贫攻坚

专项巡视和成效考核、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巡查反馈问题
整改、易地扶贫搬迁存在问题整
改和部分县区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建设进展、建档立卡贫困户动
态管理等情况汇报，审议了全省
脱贫攻坚奖评选结果和扶贫日
期间有关活动安排、关于加强和
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
作、全面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意见》工作任
务、国家脱贫攻坚普查试点工作
安排等文件。

胡和平在讲话中强调，要及
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
汪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的批示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
政治担当、提振攻坚信心。要
强化目标导向，切实解决好“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坚决完
成今年脱贫任务。要坚持问题
导向，常态化精准化系统化推
进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成
效考核、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巡查反馈问题等整改，把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贯穿脱贫攻坚工
作全过程。

胡和平要求，要持续用力，
扎实做好脱贫人口“回头看”、
年度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巩固
脱贫成果防返贫等各项工作。
要着力提高脱贫质量，贯彻好
精准方略，因地制宜做大做强
扶贫产业，深入推进就业扶贫，
夯实稳定脱贫基础。要强化

“五级书记”抓脱贫政治责任，
更好发挥县委书记“一线总指
挥”作用，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坚决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狠抓
工作落实，确保如期高质量完
成脱贫任务。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国庆
长假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
警动员，全面落实各项安保措
施，实现了全省社会治安大局
平稳有序。截至 10月 7日 17
时，全省没有发生重特大刑事、
治安案件和重特大交通、火灾
事故，全省高速公路没有发生
大规模、长时间交通拥堵，广大
群众在平安祥和的环境中欢度
国庆假期。

省公安厅提早着手，节前多
次召开会议，对全省国庆安保工

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要求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针对突出问
题和重点环节加强工作部署和
调度，以更高、更细、更严的工作
标准做好国庆期间安保工作。
国庆期间，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胡明朗多次对全省公安机关
进行视频调度，就安保工作进行
再部署、再动员，省公安厅每天
对全省社会面管控、旅游景区和
交通秩序等综合情况进行视频
调度，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同
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确保各

项安保措施落实到位，高效
运行。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持续部
署警力开展巡逻，最大限度提高
见警率、管事率。同时，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集中整治群众
特别关心的突出治安问题。各
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强化社会公
共安全管理，针对国庆期间大型
活动、旅游景区、消防防火安全
管理，强化入场安检、客流疏导、
秩序维护、周边防控及应急处突

措施，全省十余场次大型活动均
平安圆满举行。各地加强旅游
景区警力部署，确保景区秩序良
好，让省内外游客满意而归。

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我省
加大对重点车辆、重点违法行
为、重点时段和路段的巡查密度
和力度，突出加大对三超一疲
劳、酒驾、醉驾、毒驾、危化品违
法运输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查处力度，并在易堵路段增设巡
逻岗位，增派警力，确保群众出
行安全畅通。

国庆期间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9月
24日起，陕西全省电动自行车
开始登记挂牌。近期，由于部
分网点预约办理量激增，陕西
公安交警电动自行车管理平台
对预约网点登记挂牌的部分车
主进行就近分配，以保证市民
群众尽早挂牌。

自10月1日起，原预约中国

移动（三森营业厅）挂牌的部分用
户变更为中国移动（曲江营业
厅），地址为曲江新区芙蓉西路与
南三环十字东南角中海城13号。

自 9月 30日起，原预约中
国移动（未央路营业厅）挂牌的
用户变更为中国移动（徐家湾
营业厅），地址为徐家湾街道渭
滨路107号（志强教育楼下，水

晶-卡芭拉小区斜对面）。原预
约中国移动（公园南路营业厅）
挂牌的用户变更为中国移动
（长缨路营业厅），地址为长缨
东路66号（电力医院斜对面）。
原预约中国移动（汉城路营业
厅）挂牌的用户变更为中国移
动（红庙坡营业厅），地址为红
庙坡金辉天鹅湾。

目前，具体变更用户名单
已公示于营业厅门前。后续如
有网点变更，“陕西公安交警电
动自行车管理平台”微信服务
号也将及时通知。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登记
挂牌业务仅针对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须向各地交警车管
部门申办。

我省电动自行车

预约挂牌将就近分配

据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
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
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
制度保障；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制定专门行政法规推进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是深化改革开
放、促进公平竞争、增强市场活力和经
济内生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
措。会议通过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围绕市场主体需求，聚焦转变
政府职能，将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中行
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并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确立对内外资企业等各
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基本
制度规范。一是更大力度放权。二是
规范和创新监管执法。三是加强市场
主体保护。四是突出政务公开透明。
五是严格责任追究。

本报讯（记者王嘉通讯员何蓉）
省住建厅印发通知，明确从即日起至今
年年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建筑市场秩
序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强化建筑市场
各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监管职责，依
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建设行业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向治根治本推进，营造
风清气正和规范合理、竞争有序的建筑
市场秩序环境。

此次专项整治涵盖：全省范围内所
有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
目。重点检查政府、国有投资项目和被
投诉举报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的企
业和项目。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五方责任主体及施工图审查机构，在生
产经营活动中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专项整治分为四个阶段：自查自纠
阶段（2019年10月10日前）；全面排查
阶段（2019年10月底之前）；督导检查阶
段（2019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巩
固深化阶段（2019年12月1日至12月
31日）。

我省将开展建筑市场
秩序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王嘉）10月1日—10
月7日，西安空港口岸进出境旅客5.41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1%。其中，
出境旅客2.60万人次，入境旅客2.81万
人次；进出境航班 443 架次，增长
18.8%，其中出境航班221架次，进境航
班222架次。

国庆长假期间，西安空港口岸进出
境旅客主要往来泰国、日本、韩国等国
家（地区），以旅行团及商务人士为主。
进出境航线以往来泰国、日本、韩国直
航航班为主。进出境旅客数量持续大
幅增长，直航旅客数量居首。其中，直
航航线进出境航班363架次，旅客5.2万
人次，约占进出境旅客总数的96.1%；经
停航班进出境航班80架次，旅客2105
人次。陕泰航线旅客数量居进出境旅客
数量首位。共监管陕泰航线航班88架
次，旅客10872人次，往来泰国旅客人数
占进出境旅客总人数的20.1%，居进出
境旅客数量首位，日本与韩国分列二、
三位，占比11.7%与11.4%。

国庆期间，西安海关成立监管通关
工作组，24小时与口岸联检单位紧密
联系配合，形成服务合力来共同保障口
岸的良好秩序。

胡和平在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

西安空港口岸进出境
旅客达5.41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