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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金华市公路管理局党委徐康余书记带队
的“送清凉”小组，带着消暑饮品驱车来到了永康市330
国道黄棠超限运输检测站，慰问了工作在高温一线的
治超人员，为他们送去了三伏天里的一份清凉与关怀。

林加强 丰慧莹

““清凉清凉””送一线送一线

遗失杭州众卓物业有限公司浙江省国家税
务 局 通 用 定 额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133011670925，发 票 号 码 ：39165901、
39165902、39165601、39165602、39165603、
39165571、39165572、39165651、39165652、
39165653、39165654、39165655、39165701、
39165801、39165951、39165952、39166001、
39166002、39166003、39166051、39166251、
39166252、39166301、39166651、39166652、
39166653、39166654、39166655，声明作废。
遗失 2015 年 07 月 31 日由金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金华山旅游经济区分局核发的金华
市金东区筱臻家庭农场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330703630049282，声明作废。
遗失 2016 年 04 月 12 日由安吉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的安吉奇盛家具有限公司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523MA28C7BR3D，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精丰机床维修有限公司遗失
2017年11月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代码：91330201309023497H；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3320030444901；遗失公章，编号
3302100022084、 财 务 章 ， 编 号
3302100022082、法人章（李康），声明作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伟源制衣厂遗失宁波
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8月 3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06MA293TPF6G声明作废。
宁波优点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奉化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3326004013901，声明作废。
宁波璟月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慈溪分公司
遗失 2013 年 1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330282000254215，声明作废。
浙江智慧船务有限公司遗失 2015 年 5 月 8
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330204000079056；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税号 330204561258095；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冯翰婷）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固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由深信服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深圳市增值税专
用发票2份（已认证），发票代码4403172130
号码 60489705 金额 3982 元、号码 60489706
金额46018元，声明作废。
浙江凯瑞博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
票1张（发票联、抵扣联），代码3700162160票
号02028446已填开盖章，声明作废。
杭州鑫月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已填开的浙江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一份，发票代码：
3300174130，发票号码：17091734，已盖发票
专用章，声明作废。
宁波新桥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北仑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5月 18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06610273794R，声明作废。

宁波新桥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
合同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半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
编号330212029850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慈溪市恒信建设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2725135463X）经股
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人民币
减到 2518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益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市鄞州鸿舜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
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宁波镇海翊易贸易有限公司
股东于2018年7月23日决定解散公司，并于
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联系人：郑杰 电话：13136309500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

宁波镇海翊易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注销公告：金华艾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并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四十五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未申报的
视为放弃。特此公告。金华艾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绍兴市铭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解散清算公
告：绍兴市铭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年 8月 8日决议解散，并于同日成立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俞云盼 联系电话:18658505198
地址：绍兴市越州粮食批发市场 16 幢 3 层
15.16.17号，邮编：312000
绍兴市铭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8月8日
绍兴浩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解散清算公告：
绍兴浩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8
年 8月 8日决议解散，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俞云盼 联系电话:18658505198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联合大厦1101-3室，邮编：
312000绍兴浩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8月8日
注销公告：余姚市庆达机械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9 日决定注
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31个
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
消费支出数据。数据显示，与去年同
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各省区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均有
所增长，大部分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加额大于人均消费支出增
加额。

专家指出，总体来看，我国国民经
济运行平稳，是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
支出增长的重要基础。收入是消费的
基础和前提，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居民的消费能力将相应提高，消费规
模扩张和消费升级的基础将进一步巩
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4063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
延续了一季度以来的平稳增长态势。

从省份看，上海、北京、浙江、天
津、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等9
个省市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全
国14063元的平均线；从增速看，有
19个省区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
增速跑赢全国8.7%的增速。

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2万元的省市均位于东部地区，分
别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

近年来，尽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
长快于东部地区，但从人均可支配收
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仍然有较
大差距，这也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的外在表现之一。地区间发展的不平
衡，往往会使居民收入、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差距拉大，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
问题。

上半年，在各项收入中，工资性收
入的占比较大。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8091元，经营净收入为2265元，
财产净收入1166元，转移净收入为
2541元。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且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在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9770元，同比增长7.9%；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42元，增
长8.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快
于城镇居民 0.9 个百分点。城乡居
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79下降至
2.77。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司副司长
常铁威表示，今年以来按照《政府工
作报告》的部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将20个成员单
位及相关部门有关任务系统整理，形
成了2018年收入分配领域的重点工
作安排，各项收入分配政策也得以进
一步完善。

人均消费支出高于去年同期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随着
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也随之水
涨船高。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9609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7%，
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比上年同期

加快1.2个和0.6个百分点。
分省份看，上半年31个省区市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均高于去年同期；10
个省区市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其中，上海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321元，是31个省区市中人均消费
支出超过2万元的地区，这一支出水
平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93元，支出增
加额领先于其他省区市，上海也被称
为“最能挣钱也最能花钱的城市”。

除上海外，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
过1万元的城市还有7个，分别为北
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和辽
宁。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巡视员刘
宇南表示，当前仍应继续强化收入分
配，财政金融等领域政策的配套和宣
传引导，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着
力扩大居民消费，发挥好消费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消费升级步伐逐步加快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比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慢0.1个
百分点。

不过，不同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出现了
分化。全国共有13个省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人均消费支出
增速。有18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慢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

不同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出

现了分化。一些省份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也有一些省份的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慢于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居民收入稳
定增长和有效供给不断增加，居民消
费升级步伐逐步加快。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一些消费升级类
的商品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
器材、化妆品类商品分别增长10.6%
和14.2%，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的整体增速。服务消费升级势头也很
明显，全国居民人均体育健身活动、旅
馆住宿支出分别增长了 39.3%和
37.8%，运动型多用途汽车销售同比
增长了9.7%，增速比基本型的乘用车
（轿车）高4.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孟庆
欣指出，在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和
消费环境持续优化等因素带动下，城
乡消费品市场均保持了较快增长。特
别是随着农村地区交通、物流、通信等
消费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和电子商务
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农村居民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增速快于城镇，乡村市场占比逐步
提高，消费市场城乡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乡村消费品市场零售额比上
年增长10.5%，增速高出城镇市场1.3
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比重为14.4%，比上年提升
0.1个百分点。

据《经济日报》

昨日上午9时40分许，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保俶北
路海洋二所对面的西溪河
堤发生塌陷，现场有两辆小
轿车陷入。记者赶到现场
后看到，现场已拉起了警戒
线，两辆陷入塌陷处的小轿
车已经被交警部门拖离，陆
续有城管、水务等相关部门
人员来到现场勘查，塌陷未
造成人员伤亡。

事发后，西湖城管就
“8·9西溪河清淤塌陷情况”
作了通报：8 月 9 日上午 09

时 45 分左右，西溪河清淤
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发生西
溪河下5号岸边驳坎塌陷，
两辆轿车侧滑倒至河岸，车
辆未入水，无人员受伤。事
故发生后，区委、区政府已
组织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
对该河岸进行安全封锁，目
前涉事车辆已吊离。具体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图为西湖区相关职能
部门已对该河岸进行安全
封锁。

见习记者邹伟锋 摄

不少职场新人会通过跳槽来寻求升
职加薪的机会，有些人甚至还没想好之后
怎么安排就作出辞职的决定，这种做法通
常被称为“裸辞”。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1972名18～35岁的职场人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2.5%的受访职场
青年“裸辞”过，49.4%的受访职场青年考
虑过“裸辞”。不满意薪酬福利（52.1%）
和不适应企业管理制度模式（51.4%）被
受访者认为是职场青年“裸辞”的主要原
因。47.1%的受访职场青年觉得“裸辞”
不理智，受访职场青年认为生活没有保障
是“裸辞”带来的最大问题。69.2%的受
访职场青年建议“裸辞”的人合理利用“空
档期”。

受访职场青年中，工作3年以下的占
6.3%，工作3～5年的占45.2%，工作6～
10 年的占 35.2%，工作 10 年以上的占
13.2%。

52.6%受访职场青年觉得身边“裸
辞”的人多

今年26岁的刘灿（化名）毕业于上海
某高校经济系，毕业后她在北京某证券公
司做销售工作。由于感觉工作压力大，刘
灿去年4月“裸辞”了。“那段时间觉得工
作压力太大，而且已经有点经济基础了，
短时间不会养活不了自己，就辞职了”。

在某互联网公司做策划工作的杨璐
（化名）今年年初“裸辞”了，“主要是觉得
之前的公司管理方式不太人性化。正好
爸妈退休，想陪他们好好玩玩，就辞职回
家休息了一段时间”。

调查显示，22.5%的受访职场青年
“裸辞”过，49.4%的受访职场青年考虑过
“裸辞”但没有这样做，21.6%的受访职场
青年没有考虑过“裸辞”，6.5%的受访青
年没有考虑过辞职。52.6%受访职场青
年称身边“裸辞”的人多，37.7%的受访职
场青年觉得不太多，4.4%的受访职场青
年表示自己身边没有“裸辞”的人。

在灯饰厂做外贸工作的小谢（化名）
最近刚刚“裸辞”，她觉得虽然目前的工作
待遇还不错，但工作环境不太好，而且没
意思。小谢对记者说，前两天她的一个高
中同学也“裸辞”了，“他本来是做广告策
划工作的，觉得工作太累了，现在一边调
整状态，一边找工作”。

调查中，不满意薪酬福利（52.1%）和
不适应企业管理制度模式（51.4%）被认
为是职场青年“裸辞”的主要原因，其他原
因还有：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
（49.0%）、工作压力大（40.2%）、不能认同
企业文化（32.3%）、人际关系存在矛盾
（25.4%）、晋升困难（24.8%）、结婚生子
（11.3%）和继续深造读书（9.2%）等。

杨璐“裸辞”后顺利找到了新工作，
“内容和以前的工作相关度比较高，虽然
只工作了两年，但有些经验都能用得上”。

刘灿“裸辞”后曾陷入一段迷茫期，
“我想读个硕士，做会计方面的工作，这样
再找工作可以更有竞争力，家里人则觉得
我应该边找工作边准备考一些相关的证
书。我最后还是选择考研了，但考得不
好，想着不能这么耗下去，就找了一份会
计的工作，想积累些经验再说”。

调查中，47.3%的受访职场青年称身
边“裸辞”的人能够顺利地找到工作，
40.8%的受访职场青年称不太顺利，还有
12.0%的受访职场青年表示不清楚。

资深人力资源招聘专家、全球职业生
涯规划师、电视节目《你好！面试官》常驻
嘉宾郑艳工作之余，会在社交平台上为求
职者答疑解惑、提供专业意见，经常收到
许多求职者关于“裸辞”问题的咨询。

郑艳分析，处在不同人生状态的人面
对“裸辞”的心境是不同的。对于有一定
经济基础的人来说，“裸辞”可能不会带来
很大的压力，休息一段时间、陪伴家人也
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是刚参加工作的

年轻人，或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状态的
人，则需要更多地考虑“裸辞”后要面对的
问题。“‘裸辞’看似很酷，实则会面临许多
挑战，比如没有了收入来源，怎么交房租、
怎么满足基本日常生活需要等，社保断缴
也会带来一定的后续麻烦，另外待业时间
过长也有可能造成心理负担”。

调查显示，受访职场青年认为生活没
有保障（56.7%）是“裸辞”带来的最大问
题，其他问题还有：辞职成为习惯，工作不
稳定（48.4%），迫于生存压力，容易盲目
择业（46.6%），职业发展存在“空档”期，
对再求职不利（40.1%），长时间找不到工
作，增加心理负担（39.9%），容易被质疑
能力不强，在求职中处于劣势（24.7%）
等。

对于“裸辞”带来的“空档期”，郑艳表
示，形成“空档期”的原因很多，比如照顾
生病的家人、结婚生子或是不认同企业价
值观、工作负荷过大等，但只要工作能力
符合应聘岗位需求，“空档期”的原因合
理，也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69.2%受访职场青年建议“裸辞”的
人合理利用“空档期”

目前小谢主要担心自己辞职后找不
到好工作，“虽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
什么生活压力，但是不想成为‘啃老族’。
我想换到电商行业，但是换行业不容易。”
小谢坦言自己当初辞职有些鲁莽，“过年
前后机会会多一些，如果现在没找到满意
的工作，也许会等到明年。去年将就地去
了一家灯饰厂，一年就辞职了，下次我想
找一份满意点的工作多做几年”。

调查显示，47.1%的受访职场青年觉
得“裸辞”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21.7%的
受访职场青年觉得不是，31.2%的受访职
场青年表示说不好。

“现如今，一些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或
因一时工作不顺，或因人际沟通出现困
难，一言不合就辞职。”郑艳建议职场人不
要冲动辞职，“工作能力不仅体现在专业
技能和业务能力上，也体现在情绪管理
上。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是再寻常不过的
事情了，要积极、理性地想办法。我经常
会跟身边的人说，遇到事情不要冲动，先
坐下来，让自己安静半个小时，再作决
定。带着情绪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
而可能让事态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回忆自己的“裸辞”经历，刘灿坦言自
己一直没有很好地合理规划职业发展，

“报专业时就比较盲目，现在找工作也
是。我觉得应该有个好的职业规划，就算

‘裸辞’了，也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调整
状态，继续找工作”。

调查中，69.2%的受访职场青年建议
“裸辞”的人要合理利用“空档期”，提高自
身综合素质；57.5%的受访职场青年建议
想“裸辞”的人合理评估自身能力；48.4%
的受访职场青年建议年轻人提高职场适
应能力，不要轻易裸辞；36.9%的受访职
场青年建议明确个人职业发展目标和规
划。

郑艳认为，“裸辞”在某种程度上也意
味着对当下工作的不满意。因此，在作职
业选择时多加考虑，也可以减少“裸辞”，
避免浪费过多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郑艳提醒，对于大学生来说，树立良
好的择业观和正确的价值观，可以在职业
选择时少走些弯路。“要考虑以后想从事
什么行业，多花一些精力放在学习与未来
职业有关的知识上，不一定非得专业对
口。在毕业找工作时，定位要准确，不能
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她还表
示，择业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人生
阶段息息相关，因此作职业规划时不能仅
关注眼下，更要考虑未来的发展。“其实

‘好工作’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它更多
地取决于你看重什么，在选择工作时要多
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

据《中国青年报》

31个省区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

收入平稳增长 消费加快升级

杭州西溪河堤
昨发生塌陷

一言不合就辞职

职场青年
“裸辞”现象调查

新华社杭州8月9日电 在浙江
省北部的长兴县泗安镇上泗安村，张
正国和陈月琴夫妇俩给自家的民宿取
名“榆舍”。

说起名字的来历，女主人介绍：
“原本想叫个‘古道人家’的名字，没想
到已经被人取了，我们想来想去，想到
了院子里的老榆树，‘榆舍’听起来也
满有文化的。”为了让民宿更有文化味
道，主人还在楼上设置了书吧。

村支书毛忠旗告诉记者，这个村
历史上是浙皖水陆交通的一个古商
埠，文化底蕴深厚，大家都以“文化
村”为荣，这几年，村里先后恢复推出
了泗安旱船、水上青龙、十番锣鼓等
文化项目。“我们把村里的文化底蕴
发掘出来，展现出来，既增强了村民
的凝聚力，也培育了文化旅游的新亮
点。”

通过发展文化旅游，2017年，上
泗安村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 3.2 万
元。“我做了三届村主任、三届村支书，
最大的感受就是，把文化建设好，村里

的风气就好，发展就有后劲。”毛忠旗
说。

而长兴县文广新局副局长包莲珠
则坦言：“过去有些村干部还觉得文化
可做可不做，做多做少一个样，现在我
们观察，一个村里文化抓得好，必然是
百业兴旺。”

传统文脉的发掘，无形中提升了
农产品附加值，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
道。杭州市余杭区径山村以茶叶闻
名，当地的径山相传是“茶圣”陆羽著
作《茶经》的地方。村委会主任、径山
茶炒制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俞荣华
介绍说，多年来当地充分发掘茶文化
资源，茶叶价格是几年前的两倍，村里
开出了80多户民宿，村民人均纯收入
10年间翻了两番。“今年春节，我们村
一天接待的游客就有1.2万人次。”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文化振兴先
行，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
径。”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研究馆员、
浙江省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许林

田说，浙江省近年来加大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力度，延续了文化脉络，增加了
文化认同，凝聚了乡土情怀，增强了文
化自信。

在浙江省西部的江山市大陈乡大
陈村，今年夏天，知名的戏曲表演艺术
团体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和村里一起办
起了“小百花·江山大陈剧社”，剧社不
但面向村里的萃文小学，还面向全市
的戏迷招生，招生报名很是火爆。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党总支书记刘
建宽表示，之所以在这个古村落建立
剧社，就是看中了村里的文化底蕴。

但在10多年前，大陈村还是一个
“后进村”。在部队里就是文艺骨干的
汪衍君当上村支书后，定下了“以歌治
村”的办法，请专家谱写了两首村歌
《大陈，一个充满书香的地方》和《妈妈
的一碗大陈面》。

唱村歌不但让村民凝心聚力，而
且还成功地为村里的土面打出了名
气，开拓了市场，年产量从过去的400
吨增加到3000吨。通过村庄环境整

治，大陈村修复了古民居、古街巷，留
下了浙西最完整的一处徽派建筑群，
去年被浙江省评为3A级景区村庄，最
热闹的时候，日接待游客1000多人。

大陈村汪氏宗祠，如今是村里的
文化礼堂，村民在这里唱村歌、制麻
糍、办喜事、传家风……古老的宗祠成
为村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地标。

从2012年起，浙江每年都将农村
文化礼堂建设列入全省年度十件民生
实事项目，累计已经建成农村文化礼
堂近8000座。从今年开始，浙江每年
将新建3000座文化礼堂。

“既‘塑美丽之形’，又‘铸美丽之
魂’，乡村振兴要留住有形无形的乡
村文化，也要提升传承发展。”浙江省
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俞强
认为，浙江的农村文化建设不但改变
了村容村貌，而且增强了村民的文化
自觉，使文化产业成为农村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通过农村
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实现乐民、富民和
安民。

浙江：发掘文脉，
为乡村振兴“活血造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