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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数字微客、代收
垃圾网约工、云客服……随着移动
支付的普及，一批新的工作机会正
在涌现。近日，支付宝首次公布了
在其平台上出现的4 0余种全新职
业，展示了数字经济给就业市场带
来的活力。

在移动支付环境下，扫码付款
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在其背后，有
一群“种二维码”的地推，这些人

就是活跃于下沉市场的“数字微
客”。今年35岁的河北人陈世龙，
在一年内让1000多户承德市商家用
上了收钱码。“我觉得自己就像一
个‘种二维码’的人，把二维码的
‘种子’种下去，等待收获。”陈
世龙说。

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范围逐步
推开，如何正确、准时地扔垃圾成
为很多人的一项需求。在支付宝等

平台上，选择“垃圾分类回收”服
务，按流程提示选择好上门地址、
上门时间，就能坐等代收垃圾网约
工上门回收，李明哲就是其中的一
员。

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李明哲和
同事会在上海市宝山区的不同小
区定点上门回收居民的垃圾，回
收的范围包括废纸、废塑料等可
再生垃圾以及废弃家电等大件。

像家电等大件，代收垃圾网约工
会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低价值的
回收品，用户可按重量兑换成实
物或优惠券。

这些与移动支付有关的新职
业，体现出不少新特点。支付宝公
布的新职业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兼
职，三分之一兼职是在线完成。另
外，新职业从业者中，约一半生活
在三四五线市县。新职业也并非年

轻人的专属，为蚂蚁森林用户在内
蒙古、甘肃等荒漠地区种下真树的
18万人次种植员和护林员，全是当
地牧民和农民，一半以上年龄超过
四十岁。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建华
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
的全面渗透，整个社会的协作更加
高效，这会增加就业的弹性空间，
丰富就业市场的毛细血管。

数字微客、代收垃圾网约工……

移动支付相关新职业多数是兼职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山东
省生态环境厅获悉，山东将实施重
污染天气差异化应急管控，精准实
施应 急 减 排 ， 防止工 作 “ 一 刀
切”。

重污染天气是大气污染物排
放、气象条件和二次转化综合作用
的结果，其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是主

因和内因。为进一步做好涉气污染
源差异化应急管控工作，山东于近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重污染天
气差异化应急管控防止“一刀切”
工作的通知》，确保在有效应对重
污染天气的同时，保障好民生需求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东提出，将通过建立正向激

励机制，鼓励企业提高大气污染治
理水平。要按企业治理和管理水平
高低以及污染物排放强度将企业评
定为A、B、C三个等级，切实将工
艺水平领先、治理措施高效、排污
依法守规、环保管理水平先进的企
业评为行业标杆，在应急期间免除
或减少停产限产。

同时，要合理调整企业环保绩
效分级，精准制定企业应急减排措
施。对于干洗店、汽修厂、餐饮店
等生活源不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对
于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企业，如承
担居民供电、集中供暖、集中处置
城市生活垃圾等社会保障任务的企
业，不要求采取应急措施。

山东重污染天气将实施差异化应急管控
对于干洗店、汽修厂、餐饮店等生活源不纳入应急减排清单

农村大众报潍坊讯 （记者陈
建志 任治安 通讯员李湛）12月
8日，山东省农业科技转化促进会
在潍坊成立。这是我省成立的首家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行业协会。

据了解，当前关于科技成果转
化的政策密集出台，产业对科技
成果的需求迫切。在此背景下，
山东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山东农业
大学、青岛农业大学、山东种业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鲁粮集团有
限公司、寿光果菜品种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东营市盛元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潍坊院士谷管理有
限公司7家单位，成立了促进会。

记者在当天召开的成立大会上
了解到，目前已有124家涉农科研
单位、企业、中介组织参加促进
会。山东省农科院吴修被推选担任
促进会首届理事会理事长。促进会
发起单位负责人、会员单位代表、
潍坊市涉农企业负责人及新闻媒体
代表近3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会
上，我国农业品牌专家铁丁作了题
为《农业品牌的逻辑——— 农产品品
牌建设创新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
讲；还举办了农业科技成果展览，
山东省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青
岛农业大学组织了农业科技新成果
推介。

农村大众报聊城讯 （通讯员
张同耀）12月6日，从聊城经济技
术开发区召开的全国首单新旧动能
转换项目收益债暨银企对接洽谈
会上传来消息，“聊城市华经高
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
开发行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收益专
项公司债”作为全国首单新旧动
能转换概念的项目收益公司债，
拟共发行15亿元，用于聊城新动
能产业园建设运营。

聊城新动能产业园是聊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根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的部署要求，搭建的新
动能项目招引平台，采用“管委会

+公司”模式，由聊城市华经高科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建设、招
商、管理，整个园区占地约1平方
公里，总建筑面积约 1 1 0万平方
米，总投资50亿元，分四期建设，
园区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总产值
300亿元，年利税收入可达到10亿
元。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引领，全力建设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下步，将与
银行、金融机构联合打造产业发展
基金和投融资平台，为入园企业提
供担保融资、企业互助融资、固定
资产抵押等金融服务。

山东首家农业科技

转化行业协会成立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培育新动能产业集群

本报济南讯 省畜牧兽医局5

日发布的第48周（11月25日－12月1

日）畜产品市场行情显示，我省生
猪价格继续回落，向下探底。截至
第48周末，全省猪肉均价为52 . 12元
/公斤，环比降低4 . 40％；进入11月
以来，猪肉价格已经连续四周实现
环比下降。

自今年3月开始，全国生猪、
猪肉价格持续上升，尤其是10月份

价格大幅增长，影响CPI上涨2 . 43个
百分点，我省生猪、猪肉价格最高
点分别达到39 . 92元/公斤、63 . 62元/

公斤。11月份以来，生猪和猪肉价
格持续回落走低，据行业监测，11

月25日－12月1日，全省生猪出栏均
价30 . 22元/公斤，环比下降3 . 23％；
猪肉均价为52 . 12元/公斤，环比降
低4 . 40％。

记者从省畜牧兽医局获悉，我

省常年生猪存栏2800万头以上，出
栏5000余万头，猪肉产量400多万
吨，占全国猪肉产量的7％，居全
国第4位。受全国非洲猪瘟疫情叠
加猪周期等的影响，去年以来，我
省生猪产业遭受较大冲击，据统
计，三季度末全省生猪存栏、出栏
分别为2175万头、2433万头，同比
下降28％、36％。随着各项政策措
施的出台落实，8月以来出现了向

好变化，总体情况好于全国。
据行业监测，我省生猪产能持

续恢复，截至10月底，全省30个生猪
监测县能繁母猪、生猪存栏已连续3

个月环比上涨。全省一级以上种猪
场后备产能不断增加，已高于去年7

月份国内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前正常
水平，销售逐渐回暖，为后期生猪
稳产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养殖场
户补栏增养积极性逐步恢复，特别

是新希望六和、汉世伟等大型养殖
集团加速布局扩产，带动养殖主体
结构实现了进一步优化。根据调度
统计，到今年年底，全省计划新增
生猪生产能力1000万头，目前已落
地500多万头，能繁母猪存栏增至
200多万头。

据介绍，随着养殖场生物安全
防控水平和意识明显提高，各项扶
持政策效果深化显现，今年我省生
猪核心产能基本保持稳定，生猪出
栏有望达到3000万头；明后年生产
发展进一步加快，产能持续扩大；生
猪存栏明年年底前基本可恢复到正
常年度80％左右的水平，后年恢复
到正常水平。 (赵小菊 毛鑫鑫)

扶持政策效果显现 生猪产能持续恢复

山东猪肉价格四周连降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李
伟）12月7日下午，“大美青海·一江
清水向东流”摄影巡回展暨“黄河
入海流”山东省摄影图片展在山东
省文化馆开幕。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2月11日。

此次展览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
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主办，青
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青
海省摄影家协会、山东省摄影家协
会、山东省文化馆协办。

青海省是“三江之源”“中华
水塔”，山东省是万里黄河的入海
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青
海、山东两省的摄影作品，从源头
到入海，从高原到平川，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为观众带来了一次
视觉享受和精神盛宴。

本次摄影图片展，青海省精选
2 0 0多幅中外摄影大师的摄影作
品，展现了青海独特的自然风光和
多元的民族文化。山东省精挑细选
了50幅摄影作品，集中展示了山东
积极探索沿黄地区高质量发展新
路，加快建设黄河安澜示范带、沿
黄绿色发展先行区、沿黄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的生动画卷。

“大美青海”

“黄河入海流”

摄影展济南开展

今年，聊城度假区全面推进精
细化管理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明显
效果。农村改厕是一项改善农村环
境卫生面貌、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的民生工程。在高质量完成2 . 2万
户改厕任务之后，度假区今年持续
加大工作力度，创新改革机制，探
索出精细化管理巩固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成果的新路子。

在度假区朱老庄镇两界村街道
上，停着一辆吸污车。吸污车伸出
一根长管子，只需十几分钟时间，
村民家的一个厕所中的粪污就通过
抽吸清理干净了。两界村是度假区

改厕较早的村庄，早在2016年，村
里就开始了旱厕改造。如今村民只
需要在手机上操作，便能“叫”来吸
污车清扫厕所。“每隔十天半个月，
就能看到吸污车在村中挨家挨户地

‘串门’。”一名村民告诉笔者。
根据实际情况，度假区把厕所

粪液收运与城乡环卫一体化统筹考
虑，建立了专门的粪液收运队伍，
对改造后厕所吸污工作进行统一管
理。村民们手机扫码报抽，管护公
司收到报抽信息之后，与村民取得
联系确定抽厕时间。由工作人员上
门进行抽厕，抽厕完毕之后，工作

人员进行拍照，点击任务完成。村
民可以对工作人员的抽厕工作情况
进行评价。

村民们手机上的报抽小程序背
后，连接的是度假区投资30万元建
设的农村卫生厕所智能化长效管护
系统。该系统利用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等相关技术，通过各
级感知设备、智能终端，对设施、
车辆、人员等进行全程实时监管，
包含GPS定位系统、无线视频监控
系统、喊话系统等智能硬件，通过
文字、地图、柱状图的形式，实时
显示抽厕数据、满意度、车辆信息

等各项管护数据，实时掌握车辆动
态、防止车辆厕污乱倒。村民们只
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吸污车就能
及时赶来解决村民需求。

吸污车完成任务之后，将会开
到各个镇(街道)建立的地下式粪污
和5吨污水处理设备中转站。整套
设备由四个相互连通的密封粪池组
成，粪便由进粪管进入第一池，然
后依次顺流到第四池，从而达到杀
灭大肠杆菌和蛔虫卵的效果，防止
出现无害化卫生厕所“不无害”
“不卫生”的现象。粪污站快满
时，由公司集中送往规模化种植企

业(户)和农村蔬菜种植合作社进行
资源化再利用，整个过程无污染。

度假区为巩固农村改厕的既有
工作成果，确保长期发挥效益，积
极探索出精细化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后续管护长效机制，推进了农村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下一步，度
假区继续将村容村貌提升作为主攻
方向，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将数字化、智网化等大数据融合共
享，形成完善完备的城乡精细化管
理标准体系。未来的度假区乡村文
明之风劲吹，乡村振兴地基也越夯
越实。 (李明秀)

投资30万元建成智能化长效管护系统

聊城度假区精细化管理巩固农村改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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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摄影家协会理

事、北京东方名家书画院高级

书画师，中国硬笔书法注册教

师，颜真卿书画院名誉院长，百

元赠书法作品。

王玉东 手机：13791325338

公 告
2016年6月15日

在潍城区于河街道

南毕村发现一男弃

婴。出生约一两天，

用小花被包裹，有

奶瓶、奶粉。请孩子

的 父 母 或 监 护 人 与 0 5 3 6 -

8188496联系。即日起60日内无

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潍城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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