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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14日15日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
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2月 14日至15日在北京，与美国贸易
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将在不久前华盛顿磋商基础上，就共同关注问题进一步深入讨
论。美方工作团队将于2月 11日提前抵京。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正通知合资企业客户把石油收益
存入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的新账户，以规避美国
对这一企业施行的制裁。

这一国营企业同时向外国合作伙伴施加压力，要求对
方正式决定是否继续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合作项目。

新开账户
路透社 9日援引知情人士所述和内部文件所含内容

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正通知合资企业客户，把石油收
益存入近期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开设的新账户。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费尔南多·德
金塔尔 8日写信，收件人是下属监督合资企业的部门，所
含内容包括：“我们正式通知启用新银行的指令，用于所有
以美元或欧元支付的交易。”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反对派要员胡安·瓜伊多 1月 23
日宣布自任“临时总统”，获得美国承认。美国政府1月 28
日宣布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施行制裁，冻结这家企业在美
国的资产并截留它对美国石油出口的收益，进一步向委内
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的政府施加压力。

美方制裁使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合作伙伴关系紧
张。美方宣布制裁以来，一些合作企业已经裁减在委内瑞
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工作人员。

施压伙伴
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要求美国雪佛龙石油

公司、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外国合
作伙伴就是否继续奥里诺科重油带的合作项目作出正式
决定。

美国政府制裁给在委内瑞拉境内运营的美国企业设
定停止所有业务的最后期限。随着一些欧洲国家承认瓜
伊多为“临时总统”，欧洲联盟已经考虑对委内瑞拉施加经
济制裁的可能性。

另外，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与客户出现付款争议，多艘
油轮近期停靠委内瑞拉港口。这家企业要求客户先付款，
而后才能装载原油，驶离港口，运往美国。这一企业向多
艘油轮出示法庭文件，要求它们卸载原油。

缺乏必要的进口稀释液和原料影响委内瑞拉原油和成品油生
产。由于制裁禁止美国供应商向委内瑞拉出口石脑油，委内瑞拉石
油公司已经要求与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合
资企业停止超重油生产。 新华社特稿

泰国普吉海域发生
一起快艇撞船事故

致11名中国游客受伤

新华社曼谷2月10日电 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馆 10日通报，
一艘载有 11名中国游客的快艇 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停泊油
轮相撞，导致11名中国游客和2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返回普吉岛。伤者被送往普吉
两所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险。截至目前已有 6人出院或无需住
院治疗，其余5人住院观察，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驻普吉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两所医院看望伤者，要求院方全力
救治，同时敦促警方、海事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游警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
负责人均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协助。10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
领馆驻普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看望伤员，所有游客均情绪稳
定。11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式到
普吉旅游。

俄常驻联合国代表：

美国破坏军控体系
或致难以预料后果

新华社莫斯科2月9日电（记者 李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
边贾9日说，美国破坏全球军控体系或将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涅边贾在俄第一频道电视台当天播出的采访中表示，美国正在
破坏军控体系，着意扩充军备，威胁世界安全。俄方无法预料今后
事态将如何发展，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也正在增加。

他认为，当前冷战时期的矛盾仍存在，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俄推
行独立外交政策，而西方国家无法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对俄施加影
响，西方因此充斥不满情绪。

美国国务院2月 1日宣布，美国于2日起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
务，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即宣布，俄暂停履行《中导条
约》义务，不再就《中导条约》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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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金特会”选址河内
朝美代表计划会前再谈一次

特朗普8日在推特上宣布，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将于本月27日
至28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0日说，朝鲜和美
国代表计划近期再次举行会谈，为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做准备。

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当天说，朝美代表有望于 2月 17日之后一
周的某个时间，在“位于亚洲的第三国”再次举行会谈。金宜谦没有
说明会谈具体地点与时间，也没有提供有关这次会谈的其他细节。

金宜谦说，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将就朝美领
导人会晤进行沟通。韩国媒体分析，文在寅和特朗普可能以通电话
方式交谈。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 6日至 8日访问朝鲜，与朝
方官员会谈。随后，他在首尔分别与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
义溶、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以及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杉宪
治等韩、日官员会面，通报访朝成果。比根10日离开韩国返美。

此外，韩国媒体援引比根9日与韩国官员会面时的言论报道，比
根认为与朝方的会谈“富有成效”，对推进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第二次会晤“有建设性”，双方就“彼此关心的多个领域”进行
了沟通并同意再次会面。比根同时表示，在美朝领导人会晤之前仍
有一些“艰巨工作”。 新华社2月10日电

（上接一版）

三、四线城市人才吸引力逐步提升
根据省辖市采集数据，省会郑州市提

供岗位数和求职者人数仍稳居全省第一，
在 GDP破万亿和常住人口破千万的形势
下，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仍会保持在高位
区间。

排名靠前的省辖市中，洛阳工业基础
良好、区位优势明显，创新氛围浓厚，加之
政府不断放宽人才政策，为各类人才发展
提供支持与激励，城市活力不断增强，求
职人数较多，求人倍率低于 1，岗位竞争
性较强。

此外，定位食品城的漯河，岗位需求排
名全省第二，释放出强大的产业动能。漯
河的岗位需求也从以往基础性岗位向研

发、监测、互联网、数据处理等方向转型。
综合分析显示，随着我省三、四线城市

在引才政策，城市环境、周边影响力、城市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持续发力，对求职者
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豫籍学子愿
意回来建功立业。

机械类专业人才缺口最大
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学历分布情况

看，专科及以上学历人才所占比重呈上升
趋势。其中本科学历人才需求量占比同比
增加 4.97%，连续两年保持增长。博士需
求量同比增加45.54%。可以看出，虽然各
个季度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占比有所波
动，但用人单位依然对高层次人才有很大
的需求。与此对应的是，中专、高中及以下
和无学历要求的岗位需求占比均不同程度

下降，用人单位对学历要求正在不断提升。
从 2018年全年用人单位需求人才专

业和求职者专业来看，供需双方专业门类
排序基本对应。从数量来看，与制造业相
关的机械类专业人才缺口接近 3万人，缺
口比例达到29.70%，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
专业，而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
国智造”的逐步深入，高端技术人才缺口将
继续扩大。教育行业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
用人巨大的需求，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类、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
以及工商管理类人才的缺口都超过 1 万
人。在供需专业前十位中，经济学类专业
是唯一供给超过需求的专业门类。

用人单位对应届生需求量提升
与去年相比，今年全省用人单位对应

届生需求量占比同比提升 4.33%，涨幅为
所有从业经验分类中的第一位。与此对
应，工作年限3~5年、6~10年和 10年以上
从业者的用人需求量均出现下滑。

分析显示，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
应届毕业生就业率总体平稳，而随着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传统产
业的优化升级，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广阔
的就业空间。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
出现，更需要优秀的懂技术懂管理的年轻
从业者。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作用下，
用人单位更倾向于提前化解人才使用中的
风险，试图通过长期时间、感情、金钱投入，
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从用人单位性质来看，私营企业仍稳
居用人需求第一位，需求占比为 72.39%，
同比上升 3.89%。在各类用人单位中，行
政事业单位需求量上涨49.47%，随着我省
机构改革的完成，行政事业单位更多进入
人才市场进行招聘，为满足服务社会寻求
更多更全面的人才支撑。

制造业和教育行业用人需求旺盛

团聚方式变了
——催生“反向春运”潮

大年初六，在广州工作的刘伶开车把
准备飞回老家的父母和哥嫂送到了广州
白云机场。这是他们一家人第二次在广
州过春节。

刘伶老家在四川眉山，因为回家的票
不好买，去年开始，她让父母和哥嫂到广
州过年。“春节在哪儿过都一样，一家人能
团聚最重要。”刘伶说。

春运号称“世界最大规模的人类迁
徙”，以往人们都像“候鸟”一样流动：节前
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回乡村，节后再返
程。如今，团圆理念没有变，人们的团聚
方式变了，让“单向潮汐”呈现出“反向春
运”的趋势。

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携程旅行网
各自的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运传统高峰路
线反向客流增加 9％左右，且多以探亲为
主。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等成为

“反向春运”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周前往
这些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

“除能节省开支，反向春运让许多人
可以拿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感受不一样
的春节。”携程集团机票事业部负责人邵
季红透露，“在反向春运和旅游过年热潮
的带动下，北京、上海、广州等‘空城’的

‘人气’有很大程度回升。”
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春节7天假期，铁

路运输旅客 6000万人次，再创新高；民航
运输旅客约13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有了
较大幅度增长。

生活需求多了
——带动“洋年货”走俏

寻找年味，从置办年货开始。
北美蔓越莓、缅甸牛油果、新西兰银鳕

鱼、美国波士顿龙虾……来自青岛的张女
士家里，冰箱中的“洋年货”占了一半以上。

“现在‘洋年货’品种多，价格亲民，买
起来也方便，家人都希望在春节期间尝尝
鲜。”张女士说。

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三斤馃子
一斤糖”到如今的“海鲜坚果大礼包”，
年货清单的变迁正是人们消费从吃饱
到吃好、从注重价格到注重品质的生动
写照。

春节期间，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
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据
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 4日至
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
约 1005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8.5％。

“洋年货的热销反映了人们消费水
平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多元。”中国贸促
会研究院国家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
我国商品型消费将持续从低端向高端升
级，创新型消费和品质消费将迎来新一
轮增长。

传统年味浓了
——“博物馆里过大年”受热捧

一道道宫门张贴着喜庆的年画和春
联，乾清宫前丹陛上下立着“天灯”和“万
寿灯”，廊庑悬挂着华美宫灯轻轻摇曳
……大年初五上午，徐东蕾带着家人一走
进紫禁城大门，便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

“春节期间买买年货，逛逛故宫，孩子
在耳濡目染间了解传统文化，这样的过年
方式既传统又新颖。”在北京工作近20年的
徐东蕾第一次参观故宫，贴年画、拜财神等
实景展现的年俗让他感到惊喜。商务部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紫禁城里过大年”活
动，节日期间共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

传统年俗曾一度成为“儿时记忆”，如
今强势回归，“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游
客和市民的欢迎。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
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比例分别
达40.5％、44.2％、40.6％和 18.4％。

“科技范”也为浓浓的年味注入活
力。家在河南农村的青年张齐，以往拜年
方式都是走亲访友，今年他用抖音录了一
段写福字、贴春联的拜年视频，发给亲朋
好友。类似这样的视频在短视频软件上
常常获得热烈点赞。

文化休闲热了
——观影、旅游迎来“最强档”

猪年大年初一当天，8部电影集体上
映，当日票房超 14亿元，创国内单日票房
新高。如今，过年看电影，已成为很多人
春节的“必选项目”。

“科幻”成为今年春节电影档主题
词。据国家电影资金办初步统计，科幻大
片《流浪地球》上映 5 天票房突破 15.9 亿
元，成为领跑春节档的“黑马”。而充满科
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紧随
其后，票房近13亿元。

近年来，“过春节看电影”已成为各地
的一项新年俗。来自国家电影资金办的数
据显示，春节假期，全国有超过 1.1亿人次
到电影院观影。商务部10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春节期间，全国电影票房超过50亿元。

“小镇青年”不再是过去的K歌、打牌、
放鞭炮“老三样”，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
彩，除了看电影，村民还当上了“村晚”导
演，左邻右舍成为舞台主角。

旅游也成为“新民俗”。家庭游、敬老
游、亲子游、文化休闲游等成为节日期间
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经中国旅游研究
院综合测算，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亿
人次，同比增长 7.6％；实现旅游收入 5139
亿元，同比增长8.2％。

观影也好，旅游也好，都是消费升级
的体现。2018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
28.4％，比上年下降 0.9个百分点，说明居
民消费中非实物支出在上升，印证了消费
升级的趋势。

变化中彰显中国发展活力
——透视2019过年方式之变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也是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如今，人们过年的方式
在回归传统中不断与时俱进，变得越来越多元。而过年方式的点滴变化，折射
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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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花灯队伍在玉屏风雨桥上
巡游展演（无人机拍摄）。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五，贵州省铜仁
市玉屏侗族自治县举行“民俗送祝福”活
动。花灯、山歌、金钱杆等队伍轮番巡
游，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具有民族特色
的民俗文化展示，增添了浓浓年味。

2月1日，在摩洛哥“蓝色小镇”舍
夫沙万，参加“欢乐春节”活动的重庆市
歌剧院演员进行快闪表演，为附近居民
献上短暂却精彩的演出。

2月 4 日，在阿联酋迪
拜，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
上演春节灯光秀，迎接中国
农历新年。

1月30
日，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
城中城水族
馆，潜水员
表演水中舞
狮，庆贺农
历新年。

中国农历新
年之际，精彩纷呈
的庆祝活动在许
多国家展开，各国
民众和华侨华人
共同体验中国春
节文化、共享节日
快乐。

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