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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两社区设便民服务点
可全天自助办理港澳台签注

想去办理港澳台旅游签注，但是上班时
没办法请假。需要赶飞机、住酒店，临时发现
自己的身份证找不到了。以后，在成都青羊
区清波、清源社区，这样的烦恼问题可能会得
到解决。

1 月 9 日记者从成都青羊区公安分局了
解到，为了方便居民能就近及时办理港澳台
旅游签注、打印临时身份证明，分局在清波、
清源社区服务站建立了2个便民服务点，通过
自助服务机，居民可以24小时自助办理以上
业务。 据《华西都市报》

成都2018冬季求职期
平均薪酬7692元

近日，智联招聘发布《2018年冬季中国雇
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从数据结果来
看，2018年第四季度成都地区的职场竞争态
势趋缓，竞争指数有所下降；整体的平均薪酬
水平有所上升，在全国37个城市中的排名也
有所上升。

数据显示，成都地区竞争指数34.9，排名
第六，在排名前五位的行业中，跨领域经营行
业的竞争指数最高，其次是房地产/建筑/建
材/工程行业，能源/矿产/采掘/冶炼行业排
在第三，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和快速消费品
（食品/饮料/烟酒/日化）行业的竞争指数位
列第四和第五。

从具体职业来看，成都地区2018年冬季
竞争最为激烈的职业是交通运输服务、财务/
审计/税务和行政/后勤/文秘。此外，高级管
理和IT质量管理/测试/配置管理的竞争也较
为激烈。交通运输服务业人员流动性强，对
人才的需求量较大，吸引大量求职者，竞争指
数较高。

在薪酬方面，数据显示，成都地区2018年
冬季求职期的平均薪酬为7692元，在全国37
个主要城市的薪酬水平中排名第十二位，薪
酬水平及排名均有所上升。从薪酬的分布情
况来看，成都地区薪酬水平中等，平均月薪
4000 元 至 6000 元 的 职 位 占 职 位 总 量 的
33.1%，8000元以上的占比上升，为28.6%。

具体来看，学术/科研行业的平均月薪最
高，为10188元；其次为基金/证券/期货/投资
行业，薪酬水平为9384元；再次是保险行业，
平均月薪为9358元。 据《天府早报》

上个厕所能尿检大小便化为肥料
无水生态公厕好有科技感

上个厕所还能顺便尿检，是不是很有
趣？10多天前，在成都双流区白河健康公园，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公共厕所。
记者从双流区城管局市政所了解到，这样智
能无水生态洁厕、大小便降解成为肥料的装
配式公厕，在四川省内尚属首座。

据公厕建设方之一的四川急客方便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梁波介绍说，智能无水生态
洁厕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将厕所中的粪便
等污物直接通过生态净化加以循环利用。此
外，该公厕还能实时完成尿检，如厕后3分钟
左右，检查结果就会发送到使用者手机上。
检查结果共有14项，包括尿胆原、胆红素、白
细胞、葡萄糖等。“还有清洗设备，避免前后不
同的人交叉使用，影响检测结果。”梁波说。

“这种智能化的公厕，不需要大量用水，
也不用排污，还能变废为宝，一定程度上可以
降低公厕管理的成本。”双流区城管局市政所
所长臧云鹏解释说，在经过前期论证考察工
作后，双流区选址白河健康公园，建设了这样
一个试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看看耐用
性，以及是否确实是无污染，再考虑进一步推
广。” 据《成都商报》

寒冬送温暖满满都是爱
2019年四川省暨成都市“暖冬行·爱传递”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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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大礼包
寒冬里的爱

启动仪式现场，省文
明办、省志愿服务基金会
为 2018 年度四川省志愿服
务先进典型代表、困难群
众、困难家庭儿童和学生
等代表发放米、油、牛奶等
新年慰问物资。作为 2018
年度四川省十大最美志愿
者的代表，热衷于生态环
保问题的沈尤在领取新年
礼 物 后 感 慨 ，“ 作 为 志 愿
者，希望在新的一年将环
保理念根植于更多的市民
心中，让我们生活的城市
美起来。”

在活动现场，十余家公

益组织为市民送上“新春送
关爱·温暖过春节”、法律咨
询、健康义诊、家电维修、圆
梦微心愿等十大志愿服务
活动，志愿者用这种方式，
将新春的祝福送给市民。
除了提供贴近生活的志愿
服务活动外，活动现场，来
自玉林北路社区的社区少
年群益会还展示“每周一小
时社区少年公益”志愿服务
项目，社区家长群益会展示

“聚焦贫困，爱心送温暖”志
愿服务活动。同时，成都志
愿者网还在现场进行了志
愿服务登记注册、招募吸纳
等相关内容的讲解宣传，吸
引现场群众加入参与志愿
服务。

2018 年 12 月，省文明
办、省志愿服务基金会在
全省范围内启动了“暖冬
行·爱传递”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学

雷锋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
化，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谐
发展。据介绍，本次活动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以困难群众、留
守儿童、贫困学生、农民工
为重点服务对象，广泛发
动干部群众，组织志愿者
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
命老区和广大城乡社区广
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营造欢乐喜庆、文
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走访慰问传递爱
温暖漫漫回家路

按照活动部署安排，全
省21市（州）将先后启动“暖
冬行·爱传递”主题志愿服
务活动。在启动仪式结束
后，省文明办、省志愿服务
基 金 会 还 将 联 合 相 关 市

（州）文明办、各级文明委成
员单位组成“暖冬行·爱传
递”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访
慰问 2018 年度志愿服务先
进典型，并为贫困地区困难
群众、留守儿童、贫困学生、
农民工送温暖、送关爱，开
展生活帮扶、文化暖心、法
律援助、健康讲座、送医送
药、科普知识等志愿服务活
动。

据悉，本次“暖冬行·爱
传递”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除
了开展慰问志愿服务先进
典型和关爱困难群体志愿
服务活动外，还将开展“温
暖回家路”等志愿服务活
动，通过在火车站、公路沿
线及机场等设立志愿服务
点，为旅客和返乡农民工提
供交通指引、途中休息、茶
水供应、应急医护和政策宣
传等服务。

据《成都日报》

每年的冬春都是流感
的高发季，今年也不例外。
流感高峰期真的来了吗？
成都的流行情况严重吗？
近日，成都市疾控中心权威
发布了近期全国流感监测
信息和我市流感分析研判，
该中心提醒市民：目前我市
仍处于流感高发季节，预计
近期流感活动水平仍将维
持较高水平，但整体水平超
过2017-2018年冬季水平的
可能性不大，建议民众积极
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患流感
以及发生严重并发症的可
能性。

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
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起病急，部分会发展至
重症流感出现肺炎等并发
症，少数重症病例病情进展
快，可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ARDS)或多脏器衰竭而
死亡。据中国流感监测网
络 2018 年第 52 周（2018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30 日）发
布的数据，我国内地大多数
省份已进入2018-2019冬春
季流感流行季节，活动水平
继续上升。不过，目前全国
流感病毒整体活动水平低
于去年同期，病原学分析未
发现主要流行株在抗原性、
基因特性和耐药性上发生
明显变异。

一般来说，每年11月至
次年 3 月可能是流感高发
期。成都市疾控中心表示，
自去年12月开始，我市已进
入流感冬春季高发季节。
目前天气持续寒冷，预计近
期我市流感活动水平仍将
维持较高水平，但仍属正常
季节性波动，整体水平超过

2017-2018年冬季的可能性
不大。

流感是一种疫苗可预
防疾病，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是个人预防流感的有效手
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患
流感以及发生严重并发症
的风险。去年冬天的流感
之所以被公众感知和描述
为“最凶猛”流感，并引发社
会热议，部分原因是由于去
年中国使用的世卫组织推
荐的三价疫苗，未能覆盖当
时的优势毒株B型Yamagata
（简称 BY），流感疫苗未能
100%发挥对人群的保护作
用。而成都市疾控中心表
示，根据近期全国流感监控
信息，预计下一阶段流行毒
株为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
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接
种普通三价流感疫苗就可

以预防今年主要流行的流
感病毒。

市疾控中心认为，1 月
中旬左右我市学校/托幼机
构陆续开始放假，这对降低
流感的危害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在学校/托幼机构发生
流感样病例聚集性疫情的
风险有所减小。

据《成都日报》

成都疾控中心：我市仍处流感高发季节
今年流行毒株没“跑偏”，接种普通三价流感疫苗就可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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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捐衣物帮助困难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