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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赵丽莉）记
者昨日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对长期
失业青年的就业帮扶，增强其职业
素养和就业意愿，提高其劳动参与
率，团省委决定于10月至11月举
办陕西省“青年就业启航计划”暨

“千校万岗”就业精准帮扶行动系
列活动。

此次帮扶对象为：2019届高
校毕业生（含建档立卡贫困大学
生）；往届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35岁失业
一年以上人员。另外，团省委近期
将举办4场招聘会。

1.就业精准帮扶行动之国有
企业专场招聘会；时间：将于10月

11日在我省公办本科院校举行；招
聘企业类型：驻陕央企、省属大型
国有企业；服务对象：全省应往届
高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含建档立
卡贫困大学生)。

2.就业精准帮扶行动之青年
人才专场招聘会；时间：将于10月
22日在民办本科院校举行；招聘企

业类型：国有、民营企业；服务对
象：全省应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含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

3.就业精准帮扶行动之青年
人才专场招聘会；时间：将于 11
月 12日在民办本科院校举行；招
聘企业类型：国有、民营企业；服
务对象：全省应往届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含建档立卡贫困大
学生）。

4.就业精准帮扶行动之青年
人才专场招聘会；时间：将于11月
24日在大专院校举行；招聘企业类
型：国有、民营企业；服务对象：全
省职业院校应往届离校未就业人
员(含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

“千校万岗”就业精准帮扶行动启动

我省近期将举办4场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 姬娜）“金九银
十”招聘旺季，记者昨日从省市人
才市场和211校招网等处获悉，10
月西安有 59场大型招聘会，想找
工作别错过。

陕西省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中
国西安人才市场）10月份有7场大
型招聘会，10月9日：陕西省管理、
营销、技术、文职类专场人才招聘
会；12-13日：陕西省外资民营股
份制企业大型人才招聘会；16日：
陕西省管理、营销、技术、文职类专
场人才招聘会；19-20日 ：陕西省
综合型人才交流大会；23日：陕西
省管理、营销、技术、文职类专场人
才招聘会；26-27日：陕西省综合
型人才交流大会；30日：陕西省管
理、营销、技术、文职类专场人才招
聘会。

西安市人才市场10月份有7
场大型招聘会，10月9日、16日、30
日：综合类供需招聘会；12-13日：
营销、技能、制造类专场招聘会；19

日：“蓉漂人才荟”系列活动走进西
安（彭州市专场）；23日：高校毕业
生未就业专场招聘会；26-27日：
营销、文职、财务类专场招聘会。

西安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10
月份有8场招聘会，10月8日：民营
企业招聘洽谈会；10日：技能型人
才供需洽谈会；15日、29日、31日：
人力资源综合招聘会；17日、24
日：未就业毕业生综合招聘会；22
日：急聘岗位供需洽谈会。

211校招网联合各高校10月
份举行 37场大型招聘会（以下毕
业生均指2020届毕业生）：10月9
日：西安思源学院毕业生综合类
招聘会；10日：西安财经大学商学
院毕业生双选会；11日：西安培华
学院建筑、艺术类实习就业推介
会；12日：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高校毕业生陕西省专场招聘
会；13日：陕西省高校 2020届外
语外贸类毕业生就业洽谈会；15
日：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

学院秋季综合类招聘会；16日：西
安思源学院毕业生综合类招聘
会，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毕业
生综合类校园人才洽谈会，西安
邮电大学毕业生就业洽谈会；17
日：陕西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校
园招聘会，211校招网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专场招聘会，西安翻译学
院毕业生综合类校园招聘会；18
日：西安培华学院大型校园招聘
会，西安工业大学综合类校园招
聘会，西安航空学院毕业生综合
类招聘会；19日：陕西工商职业学
院校园招聘会，陕西省 2020届普
通高校财经管理类秋季毕业生招
聘会，西京学院综合类校园招
聘会。

23日：西安翻译学院毕业生
综合类招聘会，西安交通工程学院
毕业生招聘会，西安思源学院毕业
生综合类招聘会，陕西警官职业学
院毕业生秋季就业洽谈会，西安城
市建设职业学院毕业生洽谈会，西

安邮电大学毕业生就业洽谈会，西
安外事学院毕业生财经、商科、管
理类行业专场招聘会；24日：西安
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生招聘会，
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毕业生建
工、机电类校园人才洽谈会；25日：
西北工业大学-沣东新城科统办人
力资源平台 2020届高校洽谈会，
西安培华学院招聘会；26日：陕西
省师范类高校就业联盟2020届毕
业生大型招聘会暨陕西师范大学

综合类毕业生招聘会，陕西省就业
工作联盟高校2020届毕业生秋季
大型就业洽谈会，西京学院理工IT
类校园招聘会；29日：陕西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生校园招聘会；30日：
西安翻译学院毕业生网络视频招
聘会，西安思源学院毕业生综合类
招聘会，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毕
业生综合类校园人才洽谈会；31
日：211校招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专场招聘会。

10月招聘旺季别错过 西安有59场大型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记者昨日
从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国庆假
日期间，地铁线网8天累计运送乘客
2227.27万人次，日均客运量 278.41
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出现在 9月
30日，当日线网客运量达322.97万人
次。节日期间，西安地铁累计临时加

开列车 23列次，以缓解线网客流。
另外，为有效接驳北客站高铁乘客，
国庆期间西安地铁延长 2号线末班
车至次日0时，常态末班车后开行列
车16列次，运送高铁乘客409乘次，
2、4号线首班车前开行列车21列次，
运送至北客站乘客8843乘次。

西安地铁8天运送乘客2227.27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姬娜）9月30

日，本报报道了离休老干部和伤
残军警可在国庆期间去西安7大
客运站免费乘车一文。昨日，记
者从西安市交通运输管理处获
悉，9月 30日至 10月 7日期间，
237位离休老干部和伤残军警享

受了免费乘班车服务。
“昔日他们保家卫国，守护

平安。如今，我们致敬楷模，希
望温暖他们的回家路。”西安市交
通运输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9
月30日至10月7日，西安市7家
一级客运站为237名这样的旅客

提供了爱心车票。他们中，有为
新中国建设抛洒热血的离休老
干部，有抗美援朝老战士，有守
护平安的人民警察……237名旅
客对本次活动点赞，不少人感慨
道，他们拿到的不仅仅是免费
票，更是爱心、温暖！

237张爱心车票

温暖离休老干部和伤残军警

本报讯（记者姬娜）记者昨
日从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
获悉，持续阴雨降温影响出游热
度，国庆假期，陕西高速交通量
低于去年，发生交通事故173起，
雨天追尾事故多发。

7天假期，全省高速公路交
通流量变化呈现出“两头高、中
间低”的特点。节日前两日及最
后一日天气转晴且正值高峰，流
量车辆相对较高。部分车辆考
虑到天气转变及避峰出行因素，
选择提前出行，节前9月30日全
省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较去年同
期增长 7.25%。流量最高峰出
现在 10月 2日，单日流量达到
198.03万辆，是平日的2.1倍。

不过，由于今年国庆假期全
省持续大范围降雨，省内自驾游

及出省车辆明显减少，一部分市
民放弃长途出行计划，选择市内
或周边游玩，导致今年国庆假期
的高速公路交通流量较去年同
期有所下降。7天全省高速公路
累计通行车辆1232.89万辆，较
去年下降 2.91%，低于预期；其
中，小型客车1070.29万辆，较去
年下降1.43%。

由于降雨天气影响，一般性
事故较多。京昆高速西汉段、西
禹段，福银高速西长段等曾出现
车辆饱和、通行缓慢的情况；西
安绕城高速、西咸北环线高速
等，也曾因交通事故造成短时局
部拥堵。收费站方面，连霍高速
西渭段，福银高速西长段等部分
收费站因过站流量过大，出入口
曾实施短时封闭或限行措施。

此外，陕北部分收费站入口因恶
劣天气短时封闭。省内其余各
主要城市、旅游景点、省界收费
站出入口均通行正常。

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网
共发生突发事件262起，造成道
路拥堵48次，平均单次拥堵时间
1.78小时。突发事件中，交通事
故173起。西安绕城高速，京昆
高速西禹段，连霍高速西宝段、
西渭段，包茂高速西耀段、榆靖
段、安川段，福银高速西长段，京
昆高速西汉段，沪陕高速商界
段，事故相对较多。交通事故中
追尾事故107起，冲撞护栏等单
方事故45起，两者占到事故总数
的88%。单方事故的大幅增加，
反映出降雨导致的路面湿滑，违
规超速驾驶是造成事故的主因。

持续阴雨降温影响出游热度

陕西高速交通量低于去年 本报讯（记者姬娜）记者昨日获
悉，机场城际在实行假期运营模式期
间（10月1日至10月7日）总计客运
量为173729乘次，平均日客流 24818
乘次。

西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项目于9
月 29日开通运营后，很快就迎来了
国庆假期，并随之开启了假期运营模
式，即6:00-23:00运营，每日上线列
车10列，行车间隔为7分46秒。

据 10月 8日机场城际客运服
务官方微信出炉的数据显示，10月
1日至 10月 7日期间，机场城际铁
路总计客运量为 173729乘次，平均
日客流 24818乘次，其中，10月 7日
客流量比较大，为 31906乘次。记
者对比之前官方预测的数据发现，
假期的日客流量低于之前预测的
客流量。

据了解，大客流主要出现在北
客站（北广场）、机场西（T1、T2、T3）
两个车站。北客站（北广场）客流主
要来源于4号线的换乘客流，以及部
分 2号线、高铁进站客流。机场西

（T1、T2、T3）的客流主要来源于T2、
T3航站楼的进出站客流。此外，长
陵、艺术中心客流主要来源于周边
居民、西安国际少儿美术馆等大型
场馆的客流。还有一部分客流是为

“尝鲜”的。
假期运营模式结束，恢复正常

运营：06:00-23:00，行车间隔 9 分
43秒。

为保证国庆假期运营安全、平
稳、有序，机场城际制定专项运营保
障方案，成立应急分队做好车站保
障，组织志愿者进行乘客指引和答疑
等服务工作，自9月29日起至10月7
日，志愿者保障人员累计 1292 人
次。全线严格落实逢包必检、逢液必
查、逢疑必问的原则，10月1日至7日
共查获违禁品109起。

机场城际工作人员表示，10月1
日至7日，各站共捡拾包括手机、行李
箱、手提包、水杯、雨伞等乘客遗失物
品118件，其中大部分已联系失主送
回。提醒广大乘客，以后乘车时请保
管好随身物品。

机场城际结束假期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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