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还特设了珠海金湾、深圳坪山、
佛山禅城等人才政策指导专区，指派专
业人士为毕业生答疑解惑。深圳坪山区
是深圳国家高新区两大核心园区之一，
已经是第二次组团到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招聘。据悉，该区新引进的人才不仅可
以享受深圳市的人才租房和生活补贴，
还可以享受坪山区的叠加政策。

深圳市新嘉拓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设备研发制造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招聘负责人杨女士
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今年该企业招聘的
岗位包括助理通风工程师、助理品质工
程师等等。“我们收到的简历主要是机械
类、车辆工程类专业的毕业生多一点，本
科生转正后可以达到 6500元左右的工
资，公司还有一些福利。今年我们在东
莞成立分公司，现在人才需求量猛增，希
望招到更多优质大学生。”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也在此次招
聘会上设立了专区。张槎街道的何先生
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今年是他们第二次
组织企业到场招聘，一共有 9家企业参
与。何先生说，虽然企业今年受到疫情
影响，但现在已经恢复得比较好。

◎制造企业用工渐恢复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园报
道：近日，深圳率先在全国城市
层面启动的陆域生态调查评估
项目在北京通过专家验收。项
目调查结果显示，深圳现有野生
维管植物种类约占广东省野生
植物超三成，自然生态系统动物
559种，还有曾被宣告野外灭绝
的鱼类被重新发现。

这一项目于2017年启动，由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委托中科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深圳市环

境科学研究院开展。该项目既
为深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保障，又为探索实施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
奠定坚实基础，并有利于促进深
圳城市生态领域科技创新发展。

据了解，项目开展共六大子
项目22个专题研究，共组织国家
与地方近 20家科研单位，超过
1000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项
目开展了大量的遥感调查和生态
调查，并结合深圳生态监测数据

和统计数据对深圳生态系统进行
系统全面评估。通过调查发现，
深圳野生维管植物共计 199科
858属1916种，约占广东省野生
植物 5933种的 32.3%。其中发
现深圳市野生植物新记录34种
类，外来植物9种。自然生态系
统动物 559种，新记录的 12种，
外来物种32种。值得一提的是，
曾被宣告野外灭绝的中国特有美
丽小鱼唐鱼在此次被重新发现建
群种。此外，森林占深圳生态系

统 43.7%，湿地、农田和草地占
7.8%，城市面积占48.3%，红树林
面积30年增加50平方公里。

该项目还就空气质量、生态
空间供给、能源效率等方面综合
评估了深圳市城市生态健康的状
况，及其与国内其他一线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的对比。深
圳的城市生态健康居一线城市
之首，深圳在生态系统代谢效率
和生态系统典型问题上显著优
于其他三个城市，但在生态系统

服务能力上落后于北京和广州。
调查也发现深圳在城市发展空间
与生态空间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
生物多样性需加强保护等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祖信、贺
泓，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领衔
的专家组在听取项目汇报后认
为，该研究成果揭示了深圳市城
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
化”转变。生态基本控制线对生
态空间保护成效显著，城市人居
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从“有房住”到“住得好”

“小康生活就是我们现在这
样的！”提起如今的生活，大寮坑
八一瑶族新村村民赵志信竖起
大拇指。大寮坑距乳源县城仅
约8公里，依山临水、竹林成片，
全村92户380人，去年人均收入
达到16200元。

20世纪 50年代之前，村民
们还生活在偏僻边远的深山之
中，后来大寮坑村委一组、二组
村民陆续搬迁到平原地区居住。

2009年，广东省军区对口帮
扶援建八一瑶族新村，采取农户
自筹为主、政府支持一点、帮扶
单位扶持一点、社会捐赠一点的
办法，整合筹集资金 1800多万

元，进行拆旧建新、整村改造，经
过统一规划设计，建成瑶族特色
新房 88套，每套 148平方米。
2011年村民们正式搬进了崭新
的“小洋楼”。为感谢广东省军
区的帮助，村民们将村子更名为
八一瑶族新村。

2014年，八一瑶族新村纳入
“五彩瑶乡”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
设范畴。村庄实现外立面改造、
村巷道“白改黑”、太阳能路灯安
装、“厕所革命”等配套设施建设，
并按瑶族风格规划建设了活动广
场、百姓舞台、宣传长廊、篮球场。

2019年，八一瑶族新村结合
全省推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工
作现场会、全省建设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现场会工作，
全面启动“三清三拆三整治”工

作，拆除乱搭乱建的雨棚鸡棚
907平方米，以及影响村庄美观
和发展的破旧红砖房、泥砖房共
1300多平方米。

“八一”村变美了，村民生活
习惯也逐步改变。当地从改变
村民卫生习惯入手，健全村规民
约，展开“垃圾分类评先”“美丽
庭院”等评比活动，激发村民参
与生活垃圾分类、建设美丽家园
的主动性。

大寮坑村还成立农村党员
为主的服务队，通过多种方式引
导村民共同参与到村庄建设，共
同维护村庄的卫生环境。经过
努力，村里清理乱堆乱放杂物、
柴火及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约
680吨。加上设立垃圾投放点，
用来集中处理村道沿途和村民

生活垃圾，农村生活垃圾问题基
本解决。

从“荷包鼓”到“脑袋富”

“村庄环境的改变不仅能够
让自己住得舒服，还能吸引投
资，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大寮坑
村党支部书记赵天福说。

记者走进“妈妈制造”游溪
镇瑶绣合作社，看到一群穿着瑶
族服装的“绣娘”们正巧手飞针
走线。她们使用的刺绣技法，是
在大山深处流传有千年之久的
神秘的“过山瑶反面刺绣”。

为了让这种神秘的刺绣重
获新生，2019年 1月，游溪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成立“妈古”瑶
绣传承志愿服务队。服务队以

“妈妈制造”游溪镇瑶绣合作社
为依托，为广大妇女传授瑶族刺
绣技艺，目前已开展瑶绣培训班
二十多期，参训妇女 2000多人
次，贫困户、单亲家庭、低保户、
留守妇女收入明显增加。

依托资源优势，大寮坑村党
支部紧扣“党建引领，产业富民”
核心，发展优质水稻和稻田养鱼，
种植油茶、水果、蔬菜等经济农作
物，同时依托毗邻云门山旅游度
假区等景区景点的优势，发展瑶

家乐、瑶族刺绣、瑶山美食等特色
旅游项目，促进村民增收。

大寮坑村村民赵小丽说，以
前村民们都在为“填饱肚子”发
愁，如今过上了好日子，文化生活
也比以前丰富了很多，“镇政府和
村委在节假日会举办歌手比赛、
文艺汇演、篮球赛这些文体活动，
大家聚在一起，邻里之间感情非常
和睦。”如今的大寮坑，俨然成为宜
居、宜业、宜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和“内外兼修”的文明村寨。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报道：
林氏木业购物节开启后8分钟破
亿，24小时销售额超过5.3亿元；
天猫格力官方旗舰店 45分钟成
交额破开店记录；11月1日凌晨
1点51分前美的、华为等品牌成
交额均突破亿元……今年“双
11”购物节在 11月 1日提前启
动，消费者和卖家都习惯吗？

销售额频传破亿元

从 10月 27日起，佛山市民
苏先生就不断拿起手机，在天猫、
米家有品、拼多多等平台比价。
苏先生的新房正在装修。10月
下旬，准备趁“双11”买点家电的
他忽然发现，今年“双 11”不但

“剁手”需要预定，购物节更分成
两波，“11月 1~3日一波，11月
11日又一波”。

11月 1日 0点，新规则下的
“双 11”正式启动。不少“剁手
族”依然热捧。数据显示，佛山林
氏木业只用了8分钟实现销售额
破亿元，24小时销售额破5.3亿，
销售额继续位列全网住宅家居行
业类第一；箭牌卫浴开售 1小时
全网销售额破 1亿元，新零售实
体店夜里顾客亦络绎不绝；骆驼
鞋业首日销售额也达到了1.5亿
元。珠海格力虽然没有公布具体
营销额，但其官微宣布，天猫格力
官方旗舰店前5分钟成交额超过
去年同期全天销售额，仅45分钟
就打破开店成交额。根据淘宝天
猫数据，截至 11月 1日 1点 51
分，华为、美的等100个品牌成交
额突破1亿元，迈入天猫双11“亿
元俱乐部”。

中小商家欢迎新玩法

“双11”改为两拨，卖家和消
费者都习惯吗？

记者走访了解到，新规则更
受中小商家欢迎。“以往要在一天
甚至几个小时和行业的龙头品牌

竞争，现在分成两拨，11月1日这
一波流量还更加偏向中小商家，
对我们是好事。”一名网店店主告
诉记者。

佛山顺德不少中小家电商家
成为今年新规则受益者。在顺德
从事小家电已有 20年的李勇华
近年从外贸转战国内市场，并在
天猫主营婴儿消毒柜等产品，“今
年天猫‘双11’比往年多了三天，
店铺光是消毒柜就备货了 5000
台，是平时月销量的 3倍。有信
心都卖得掉”。

林氏木业品牌负责人李承泽
告诉记者，以往都是 11月 11日
当天发货，对企业的仓储、物流承
压能力都是一个大考验，“现在分
成两拨，仓储物流压力有所减缓，
服务能做得更好一些。”

“今年的‘光棍节’变身‘双节
棍’，就是为了创造更长的生意时
间窗，让新品牌和中小商家在天
猫双 11期间获得更多资源。”上
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
冈表示。

消费习惯仍有待培育

不过，依然有不少消费者还
不习惯新规则，等待依然是不少
人的选择。

“还没意识要提前抢。”佛山
市民肖小姐是老牌“剁手党”，她
告诉记者，早在 10月末，已经把
中意的商品囤了起来，但还是要
等“双11”清空购物车，“万一‘双
11’当天还有新的优惠呢？”

李承泽则告诉记者，2017、
2018年，年中的“618”购物狂欢
节也曾拆成两波展开，最终统计
数据显示，销售和流量并没有太
大波动。他表示，消费者的消
费习惯有一个培养过程，对于
企业，“双 11”更像是对品牌的
一次“期末考试”。“产品不是为

‘双 11’准备的，而是为全年做
的，扎扎实实做产品，最终才能
把流量做好。”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晓玲摄影报道：
“莞邑启航 逐梦湾区”东莞市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系列专场招聘活动日前正式启
动，已分别在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
院、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智通人才莞
城总部共举办三场招聘会，600多家企业
到场揽才，共吸引7000多名毕业生参会。

据记者了解，今年东莞户籍应届毕
业生约2.2万人，预计将有2万人在莞办
理报到手续。早在9月份，东莞市人社
局就全面发布“莞邑启航 逐梦湾区”系
列品牌服务方案；其中计划开展15场招
聘会，预计将有3500余家企业参会。

东莞市人社局表示，力争实现年内应
届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96%以上，应
届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100%。

根据方案，东莞将依托人社局官网、
就业创业服务公众号等平台，开发“就
业政策雷达”，只要求职者输入关键字
或本人信息，就可以一键查询到适合自
己的政策服务。另外，还将联手“校校
招”平台，有针对性地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全流程就业跟踪服务。东莞还将提高
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毕业2年内高校
毕业生可享受一次性3000元就业补贴；
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按每人每月
200元给予基层就业岗位补贴。同时，
实施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
贴、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
等，鼓励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

方案还提出，将简化来莞就业的高
校毕业生入户程序，具备条件的可实行

“秒批”。入户东莞符合住房保障条件
的可申请入住公共租赁住房，或者领取
每年最高不超过1.2万元的货币补贴（最
长3年）；在莞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符
合住房保障条件的可申请入住公共租赁
住房，或者领取每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
的货币补贴（最长 3年）。新引进的本
科、硕士、博士毕业生，还可申请1万至
30万元不等的综合补贴。

另外，东莞将开发 100个基层社区
工作者就业岗位吸纳建档立卡等困难高
校毕业生就业。开发 35个基层公共就
业创业服务岗位，优先用于吸纳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残疾等困难高校毕业生。

羊城晚报讯 记者彭纪宁，通
讯员谭耀广、林艳报道：1日，记
者从江门开平警方获悉，近日，开
平一女子接某电商平台“客服”退
款电话，步入诈骗陷阱。在添加
了对方 QQ理赔时，被骗约 24.5
万元。

今年 9月 28日 上 午 10时
许，一名自称唯??“客服”的
工作人员致电开平市李女士，
称李女士于 7月份在该平台购
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并称
该平台的每一款产品均购买了
保险，发现问题后平台给她理
赔退回 100多元。见对方能说
出详细订单信息，李女士信以
为真，添加了对方的 QQ进行
理赔。

李女士点开“客服”发来的
“商家退款通道”链接（实为虚假
平台）。退款金额本来为 100多
元，但李女士却领到了 500元。
客服称不小心多转了 300多元，
需要李女士将钱退回，不然每个
月会产生1.2万元利息，不偿还利
息的话，李女士的个人征信、就业
将受到影响，其子女上学、就业也
将会受到限制。

李女士慌忙通过“客服”链接
退返300多元，但系统显示转账
不成功。“客服”称李女士是刚
注册客户，需要有银行交易流
水才能关闭退款窗口，不然利
息会翻倍。

“客服”为李女士支招，称可
以到网络平台上借款转到她的
新开账户，再把钱转出来还贷，
只不过走一圈流水，没有任何
损失。李女士信以为真，先后
从各大借贷平台借款约 24.5万
元转到所谓的新账户。操作完
成，李女士发现自己被“客服”
拉黑，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到
公安机关报案。

警方提醒，退款退货通常由
买家发起申请，陌生来电主动提
出退款退货，往往都是骗子的陷
阱。正规的退款退货，款项会由
支付渠道原路退回，不需要买家
再提供银行卡号，不会索取验证
码，更不会以验证为幌子诱导其
下载各种网贷软件贷款转账。一
旦遇到“??客服”“加 QQ或微
信”“发链接”“实名验证”“发送
验证码”等关键字时，一定要提高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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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赖南坡 李新华

深圳发布全国首份城市陆域生态调查评估报告

红树林30年增加50平方公里
曾告野外灭绝唐鱼被重新发现

广东省
2021届普

通高校毕业生
系列供需见面活动
珠海地区综合类专

场于11月1日举办。本
次供需见面活动由广东省
教育厅主办、吉林大学珠
海 学 院 承 办 ，参 会 企 业
593家，其中粤港澳大湾
区企业占比95%，岗位平
均薪资为5617元。

受疫情影响，一些应
届毕业生对就业前景有所
担忧。但招聘方告诉记者，
目前企业受疫情的影响正
在不断减弱，尤其是制造型
企业的用工需求在不断增
加。现场，还有深圳、佛山
等地企业组团招聘。 疫情影响疫情影响渐渐减减
用用工需求工需求不断增加不断增加

深圳、佛山企业组团参加应届高
校毕业生珠海招聘专场

双11第一波开跑
多家粤企抢先报捷

率先迈入“亿元俱乐部”，新规则更受中小商家欢迎

商家退款骗走20多万元
退款退货通常由买家发起申请，陌生来电主动

提出往往是陷阱

“过山瑶”华丽变身 安居梦想照进现实
韶关大寮坑“内外兼修”，成宜居、宜业、宜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南岭群山延绵不绝，
山脚下一排排蓝顶白墙房
屋整齐排列，村前一道清
澈河流潺潺流过，沿河分
布着一望无际的大片金黄
稻田……近日，羊城晚报
记者走访南岭脚下的韶关
乳源游溪镇大寮坑八一瑶
族新村，看到一派村民安
居、岁稔年丰的景象。

乳源被誉为“世界过
山瑶之乡”，“过山瑶”一
词，源于瑶胞先辈居无定
所，只能在南岭崇山间过
着游耕游居艰辛生活的历
史。村民们六七十年前开
始陆续搬迁到山脚下的平
原地区，之后历经拆旧建
新、整村改造，省级新农村
示范片建设，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等阶段，一步步实
现从“有房住”到“住得好”
的跨越，荷包鼓了，精神生
活也更加富足。

瑶族妇女正在进行瑶绣制作

三场专场招聘会
吸引逾7000学子

力争应届高校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达9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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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供需见面活动采用“线上+线
下”精准匹配的形式，参会企业593家，提
供职位 2431个，岗位 21439个。85%以
上的求职学生有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工
作，此次参会企业中有 95%以上来自粤
港澳大湾区，与学生的求职地域相匹配。

此次供需见面活动岗位平均薪资为
5617元，涵盖 IT服务、金融、物流、教育
等多个专业领域。现场采用区域划分的
形式，共5776人次学生入场参与了本次
供需见面活动，5477人次参与了现场面
试，投递简历 4945份，意向签约人数
1868人次。供需见面活动同期举办了新
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论坛、校行
企共育人才洽谈会、校园参观等活动。

受疫情影响，一些毕业生对今年的
就业表示担忧。但不少招聘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不少企业受疫情的影响正在
不断减弱，由于上半年招聘计划减少，所
以后期的招聘需求还会不断增加。

◎学生就业紧盯大湾区

招聘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