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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博会欢迎您

@街谈巷议
□林如敏

35岁以后
是求职垃圾时间？

岂有此理！

全国两会报道
见A2-A7

春运收官！各地响应“就地
过年”,客运量降幅明显

全国共发送旅客
8.7亿人次

据新华社电 8 日，2021 年春运迎来最后一
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
示，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
客 预 计 达 到 8.7 亿 人 次 ，比 2019 年 同 期 下 降
70.9％，比 2020 年同期下降 40.8％。各地积极响
应“就地过年”号召，客运量较往年降幅明显。

其中，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 亿人次，比2019
年同期下降 46.5％，比 2020年同期上升 3.5％；公
路累计发送旅客 6.0 亿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75.5％，比2020年同期下降50.2％；水路累计发送
旅客 1533.8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69.8％，
比 2020 年同期上升 24.5％；民航累计发送旅客
3536.8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51.5％，比
2020年同期下降8.5％。

在高速公路方面，春运 40天，全国高速公路
累计流量118049.8 万辆，同比2019年上升0.4％，
同比2020年上升77.6％。

未来一段时间
广东有回南天
出现概率不大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道：受强对流和
“回南天”影响，广东多地经历了一个“湿漉漉”的
周末。气象部门3月8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广东
大部出现“回南天”概率不大。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10日至11日，韶关、清远
和肇庆市县阴天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珠三角
西部和粤西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小雨，广东其
余市县多云。

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州市区多云到阴
天为主，偶有小雨，气温回升，早晚部分地区有轻雾。

据悉，3月份是广东一年当中日照时数的“最
低谷”，未来一段时间阳光对广东的照耀可能“不
太热情”。不过，随着南风的逐渐加强，全省各地
气温将逐渐回升。

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
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建议取消
国家公务员考试 35 岁以下的年龄限
制，以此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
不 能 将 35 岁 作 为 招 聘 录 用 的 分 水
岭。这一建议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
榜首位。

冲上微博热搜榜首位，说明这个
话题引发了巨大的共鸣，有着广泛的
现实依据。蒋胜男说，2007 年出台

《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时，设置
了 35 周岁的门槛，“这于当时是有特
殊原因的”。这个特殊原因，不是这
篇小文所能展开探讨的。

但现实中诸多就业单位以此为
由，有样学样，拒绝 35 岁以上的求职
者，这是事实。颇有些令人费解。

年轻自然是好的。年轻意味着
有朝气，学习能力强，接受新生事物
快，更具发散性思维。这都是显而易
见的优点。但恕我直言，不少用人单
位眼里的年轻，其内涵要浅薄得多，
无非是看中年轻人体力好，能熬能折
腾，还不用给高薪。

能熬能折腾当然也是优点。但35
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以现代人的
平均寿命而言，35岁还属于青年群体，
我们在各种官方文件里，看到不少对
青年学者、青年人才的表彰，有很多都
是 35 岁以上。拒绝青年求职，于情于
理，都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这只是纯生理层面的逻辑。从
社会层面而论，35 岁难道不正是一个
人趋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阶段
吗？其智慧、经验、理性等，都正是开
花结果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就业的
黄金时期。以 60 岁退休而论，35 岁
之后，还有 25 年的职场生涯，难道这
25 年都属于“垃圾时间”了？显然这
是一个无需论证的谬论。

一个成熟的单位、一个有追求的
单位，当然要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要接
纳早上八九点的太阳，但是中午的阳
光也很好，有时候它更炽热、更耀眼，
更能迅速带来万物生光辉的效果。

林郑月娥：

特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
配合中央完善选举制度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8日
在记者会上表示，由全国人大作出完善香港特区选
举制度的决定，然后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该决
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个“决定＋
修法”的方式是及时和必要的，而且合法、合宪。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开展配
合工作。一是全面推展有关解说的工作。二是本
地选举法例的修订，会由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
局和律政司专职人员负责。三是经过本地选举法
律修订，全面准确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关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
会产生办法。之后，特区政府须妥善安排未来12
个月的多场选举，特区政府会全力以赴，完成使命。

林郑月娥强调，目前迫切要做的是先堵塞漏
洞，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让选举制度回到“一
国两制”的初心、轨道和框架。

3月8日是国际劳动
妇女节。当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一些女代
表们走向会场。

作为我国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全国两
会上的女性身影越来越
多。国家统计局提供的
数据显示，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女代
表 742 名，比上届提高
1.5 个百分点；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中有女
委员 440 人，高出上届
2.6个百分点。

新华社发

8%~18%

随迁子女录取比例增加
广州中考会有哪些变化

？

相关报道见A9

详见A9

详见A11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解读“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热点问题

愿落尽落！继续降低落户门槛
据新华社电 目前，“十

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正在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

查。“十四五”时期，GDP增长为
何没有明确的数字目标？没有在
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将如何
在城市落户？在3月8日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对纲要草
案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详

细解读。

佛山新机场选址获批
民航局同意将高明区更合北场址

作为佛山新机场的推荐场址

详见A7

GDP 增长为何
无明确数字目标？

据悉，“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将 GDP 作为主要指标予以保留，
同时将指标值设定为“年均增长保
持 在 合 理 区 间、各 年 度 视 情 提
出”。这种表述方式在五年规划史
上还是首次。

“‘十四五’经济增长目标以定性
表述为主、隐含定量表述，并不意味
着不要GDP增速。十九届五中全会
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蕴含着未来15年我
国GDP增速需要保持在合理区间。”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说。

“纲要草案实际上是
以定性表述为主，隐含定量

表述。这是从推进现代化建
设的全局和整体出发，充分把握

‘十四五’发展趋势和内外部环境，
经过慎重论证、反复比选、深入研
究作出的一次调整。”胡祖才表示。

胡祖才表示，我国经济已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以GDP增
速论英雄，更不能为了经济增长不顾
质量效益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后果；另
一方面，实现现代化也需要合理的增
长，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发展仍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
础和关键，纲要草案的处理方式有效
兼顾了这两方面需求。

“考虑到这五年内外部环境仍
有较大不确定性，不设定一个具体
的量化增速目标，有利于更积极、
主动、从容地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增强发展的灵活性，为应对不确定
性留有空间，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
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上。”胡祖才说。

鼓励城市取消年
度落户名额限制

胡祖才表示，“十四五”期间要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城区常住
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
要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
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

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有条件
的城市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同时依法维护好进城落户农民的
农村“三权”。

胡祖才称，要继续降低落户门
槛，实现“愿落尽落”。放开放宽除
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推动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
口有序落户。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
制，确保外地与本地的农业转移人
口进城落户标准一视同仁；城区常
住人口300万至 500万的 I型大城
市，落户条件要全面放宽。

“另一方面推动常住人口均等
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一
视同仁、应有尽有’。”胡祖才说，健
全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
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
机制，鼓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基本
公共服务和办事便利，提高居住证
持有人城镇义务教育、住房保障等
服务的实际享有水平，推动非户籍
常住人口逐步享有与户籍人口同
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胡祖才表示，同时要健全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推动“人地
钱挂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相关政策，
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分配同农业转
移人口落户数量等挂钩机制，根据
人口流动实际调整公共服务领域
人员编制和设施布局。

超大城市要慎重
撤县设区

胡祖才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暴露出部分超大城市中心城区
人口密度过高、抗风险能力不强等
问题。因此超大城市要划定并坚
守城市开发边界，慎重撤县设区；
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引导过度集
中的资源要素逐步有序转移，合理
降低中心城区开发强度和人口密
度；与周边中小城市、郊区新城等
联动发展，通过推进交通一体化，
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

“大中城市要完善功能。就是
要发挥大中城市综合成本相对较
低优势，主动承接超大特大城市产
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提升城市服务
功能和生活品质。”胡祖才说。

他表示，县城要加快补齐短板
弱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

抓紧研究制定共
同富裕行动纲要

胡祖才表示，“十四五”规划纲
要中，提出了要研究制定促进共同
富裕行动纲要，这是顶层的设计，
主要是要明确共同富裕的方向、目
标、重点任务、路径方法和政策措
施。这项工作由发展改革委牵头，
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昨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两高”报告多处点赞广东探索

“ ”她 的身影越来越多
全国两会上

自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
落实到广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广东代表团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
重要讲话精神，李希马兴瑞等作学习发言

大湾区大学年中开建

南沙将建
固体火箭生产基地

预计明年初投产，年产30发火箭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