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记者日前从山西
省人社厅获悉，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
山西大力清理企业欠薪， 共清理
欠薪５３．７４亿元 ， 清欠率７４．２％。
其中省属国企清欠５３．４亿元， 清
欠率９８％。

山西省人社厅厅长白秀平介
绍， 今年以来， 山西省采取整体
化的集中行动， 突破以往零打碎
敲的工作方式， 重点突出 “三个
清零 ” 目标任务和 “无欠薪市
县” 创建活动。

山西省明确要求， 对农民工
欠薪存量案件 “限期清零”， 新
发生的案件 “季度清零”， 年前
发生的案件 “年底清零”， 并在

全省开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专项督查。

山西省人社部门和住建部门
联动执法， 对于不缴存工资保证
金的企业，不予颁发施工许可证；
对欠薪陈案和要案， 实行了约谈
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
制度， 强化问责手段； 在各地市
实施案件周报制度， 督促欠薪案
件及时办理， 实现动态监督。

截至６月底， 山西省共办理
工资类案件８７０件， 追发工资２．３
亿元 ， 涉及２．４万人 ， 同比分别
下降了２８％、 ４７％、 １７％； 向社会
公开曝光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
６７起， 问责处理１９人。

山西上半年清理欠薪53.7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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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人一个系
每年实习不超过20人

建军 周年·90 军史上的第一

全国“洋垃圾”走私呈现三大特点
新华社电 记者１日从海关总

署获悉， 当前全国 “洋垃圾” 走
私呈现三大特点。

“洋垃圾 ” 一般指禁止入境
的固体废物。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张广志介绍， 当前 “洋垃圾”
走私的区域性特点突出。 ２０１３年
以来， 环渤海、 长三角、 珠三角
地区所在海关累计查处走私废物
案件４００起， 查证涉案废物１１７万
吨， 分别占案件总数和涉案废物
总量的７３％和６１％。

同时， 利用他人许可证走私
进口固体废物问题突出。 张广志
介绍， 有的弄虚作假， 骗取许可
证后卖证、 卖货； 有的买卖、 利
用他人许可证进口固体废物， 将
进口货物卖给无加工利用资质的
企业。

此外， 以伪报、 夹藏等方式
走私 “洋垃圾” 时有发生。 有的

在申报进口时， 以伪报产品名称
方式， 将国家禁止进境的废物伪
报成与其外观相似的其他货物，
并提供虚假单证 ， 逃避海关监
管； 有的在申报进口可用作原料
的货物时， 夹藏国家禁止进口的
“洋垃圾”。

“我们将密切与公安、 边防、
海警、 环保、 商务、 检验检疫等
部门的联系配合， 严厉打击治理
‘洋垃圾’ 走私及国内非法加工
销售行为。 同时加强固体废物进
口监管和专项稽查， 持续加大打
击货运渠道藏匿、 伪报走私和海
上偷运走私力度， 坚决把有毒有
害废物拒于国门之外。” 张广志
说。

据了解， 今年上半年， 全国
海关缉私部门共查获走私固体废
物刑事案件１４６起， 查证涉案废
物２６万余吨。

———大学生找个对口的单位实习咋这么难？
每到假期， 常会曝出大学生

实习被骗、遭遇黑中介等问题。今
年暑期，“不实习不准毕业”，沈阳
城市建设学院７００余名学生被强
制要求到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
园实习，一时成为社会热点。不少
大学生感叹： 找个对口的单位实
习咋就这么难？

实习实践是学生感知社会 、
培养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 但大
学生 “实习难” 如今却成 “老大
难”，专家指出，当前信息渠道多
样化，大学生实习需要创新思路，
不能固守原有的模式。

大学生实习有多难？
今年暑假， 在一家中央媒体

实习的武汉学院新闻学大二学生
刘逸鹏告诉记者，他们系有３００多
人，每年能够被学校推荐，或者自
己找关系去实习的不超过２０人。

小刘说，按照学校的“３＋１”的
培养模式， 新闻专业学生被要求
实习１年。“实习前，学校会统一下
发企业的通讯录， 让学生自己去
投简历、联系，但这些公司大多是
新兴的小型民营企业， 好多都专
业不对口。”小刘说，一些同学是
去复印店盖几个公章交差。

“学校要实习学分， 学生也想
通过实习积累就业经验，可找个靠谱
的实习单位太难了，不是遇到黑中
介，就是被当成‘廉价劳动力’。”
采访中， 不少学生都抱怨实习经
历不如意， 或是收入与所得差距
较大，或是干脆被当成“勤杂工”。

因找不到合适的实习单位 ，
或是忙于考研、 找工作而无法实
习， 一些学生还采取买假实习证
明的方式换取学分。 在一些网站
输入“购买实习证明”进行搜索，
商品信息多达数十条， 交易信息
也在暑期迅速增长。

“实习难”难在哪儿？
东北大学学生指导服务中心

教师田冠仁说：“很多企业有暑期
实习需求， 但是这种需求没有很
好地传递到学生身上， 一些学校
对接企业需求和学生需求渠道不
畅，学生和企业信息不对称。”

从２０１４年开始， 全国政协委
员、天津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建平，
连续３年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关注
大学生“实习难”。在他看来，造成
“实习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
家层面上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法规
来约束或鼓励企业支持大学生实
习活动， 缺乏激励企业接收学生
实习的保障措施。

采访中， 一家岗位专业性比
较强的企业人事专员明确表示，
公司不愿意招实习生，“学生掌握
技术要领至少得花上一两个月，
可大多一学会就得走人了， 企业
得不偿失。”

“实习难”怎么破？
回忆起短短一周的实习及维

权经历，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大二
学生张磊（化名）觉得自己“上了
重要一课”，对原本很少考虑的实
习有了更多认识和思考。

张磊说，“希望学校安排实习
首先能专业对口。在实习前、中、
后应做好解读， 明确实习重要性
和目的， 安排教师在实习过程中
指导教学， 实现学生实习理论联

系实际、增强动手能力的目的。”
专家建议，破解大学生“实习

难”，需要政府、社会、企业、高校
和学生多方参与、持续发力。

刘建平开出“处方”：尽快制
定国家层面的大学生实习法或条
例，加大政府调控和扶持力度，在
国家教育财政支出中设立 “大学
生实习补贴专项”资金，推动设立
大学生实习保险险种等， 分担企
业成本，解除企业后顾之忧。

刘建平强调， 要建立多方协
同合作的长效机制， 强化大学生
实习的公共服务。 比如设立由社
会保障、工商、法律、教育等行政
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组建的
大学生实习服务机构， 免费向大
学生提供实习政策咨询、 供求信
息等服务， 为大学生实习搭建公
共平台。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指出 ，
大学生实习目的应侧重在接触社
会、提升能力，学校实习要实事求
是，认真研究确认实习实践岗位，
确保这些岗位和学生所学专业的
对口度与符合度， 不能为了上级
主管部门的要求而实习， 搞形式
主义。 也可结合学生个人需求及
特点， 鼓励学生利用假期参加社
会实践或社会公益活动， 使实习
实践活动成为学生快乐学习、健
康成长的教育旅程。 据新华社

２０１７年 “三八” 国际妇女节
前夕， 全国妇联授予陆军原第３８
集团军某特战旅女子特战连２０１６
年度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荣誉
称号。

“被授予荣誉称号的是我军
第一支女子特战连。” 军事科学
院研究员关泠说。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 ， 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一支女子特种作战连，
在原北京军区第３８集团军某特种
旅成立。

“这标志着女子特战兵正式
成建制进入特战部队， 成为我军
特战部队一支新生力量。” 关泠
表示。

在作战部队或战斗岗位统配
女兵， 是各国军队建设的共同发
展趋势。 关泠说， 我军成立女子
特种作战连， 顺应了世界军事发
展趋势， 优化了兵员结构， 探索
了部队战斗力建设新的增长点。
女子特战连成为执行特战任务不

可替代的力量。
“由于女性特战队员身份特

殊， 在未来战场上具有许多得天
独厚的优势， 可与男性特战队员
有效地形成互补， 拓展延伸特种
部队执行任务的广度。” 关泠说。

时任女子特战连连长杨洪凯
介 绍 ，当 年 ，女 子 特 战 连 的 特
战 队员是从各基层部队优中选
优，９０％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大部分都是９０后战士， 其中少数
民族８人。她们在入伍训练课目考
核中全部取得良好以上成绩，熟
练掌握步枪射击、战术基础动作。

杨洪凯说， 连队根据女兵特
点， 发挥女兵自身优势， 承担诸
如情报侦搜、 警戒、 谈判和抓捕
等特殊作战任务。

女子特战连成立后， 女特战
队员每天都要进行３０００至５０００米

的晨跑， 并进行格斗、 攀岩、 俯
卧撑等一系列体能训练和伞降基
本要领的训练。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 女子特战
连首次进行空中伞降。 参加空中
跳伞的有１５名特战女队员， 她们
在８００至１０００米的空中 ， 犹如天
女散花， 一次性伞降成功。 我军
除 “八一飞行表演大队” 和空军
空降兵进行过女兵跳伞外， 组织
成建制女兵跳伞尚属首次。

目前， 我军海军陆战队、 驻
港部队、 东部战区陆军分别组建
了两栖侦察队女兵队、 女子特战
排、 女子特战分队。

如今， 我军第一支女子特战
连正瞄准世界特种作战前沿， 努
力锻造一支具备侦察监控、 特种
突袭、 应急反应等多种能力为一
身的特战队伍。 据新华社

第一支女子特战连：
特战部队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

新华社电 记者８月１日从河
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获悉，
为提高群众安全出行意识， 他们
对今年上半年在河南省高速公路
严重超速的１００辆违法车辆进行
曝光。 曝光警示的同时， 这个省
的高速交警开展 “降速行动 ”，
通过定点测速、 区间测速、 缉查
布控系统智能报警等方式， 严查
重点车辆， 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
群众平安。

这次曝光的１００辆高速公路
严重超速违法车辆 ， 超速均在
５０％以上。 其中定点超速车辆４５
辆， 区间超速车辆５５辆。 定点超
速榜首车辆是一辆黑色奥迪车。
该车今年２月２７日１４时５６分在连
霍高速开封段５１８公里处， 时速

达到２０７公里 ， 超速７３％。 区间
超速榜首车辆是一辆黑色宝马轿
车。 该车今年２月１７日１９时１９分
５６秒至１９时２３分９秒不到４分钟的
时间内， 在宁洛高速漯河段４９８
公里至５０９公里北半幅１１公里的
区段内， 由东向西行车平均时速
达到２０６公里 ， 超速７１．６７％。 对
超速５０％以上的机动车， 河南高
速交 警 依 法 对 其 处 以 ２００元—
２０００元罚款， 记１２分。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与去年同期
相比， 今年上半年严重超速违法
行为明显下降， 广大驾驶员安全
行车意识有所提高。 在严重超速
违法车辆中， 奔驰、 奥迪、 宝马
占前三位。

河南曝光100辆严重超速违法车辆

新华社电 记者３１日从深圳海
关了解到，该关近日联合深圳市公安
局组织开展代号为“使命２０１７－１１”
的专项打私行动，摧毁一个走私高
档名牌手表的犯罪网络。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 深圳海关在
调查福田口岸 “水客” 走私奢侈
品入境案件时发现一个特大奢侈
品走私犯罪网络 。 ２０１７年７月 ，
海关缉私部门决定开展收网行
动， 打掉走私团伙５个， 抓获涉
案人员２４名， 现场查获浪琴、 天
梭 、 欧米茄等品牌手表 ２０００余
只， 涉案案值达１．５亿元。

经海关调查发现， 自２０１５年
以来 ， 涉案的上海 、 广州 、 南
阳、 北京等多个货主公司， 先通

过网络向香港 “名人站” “新世
纪” 等表行订购高档名牌手表，
然后委托以袁某为首的走私揽货
团伙在香港表行提取手表， 交给
曹某、 邓某、 关某等 “水客” 组织，
以行李藏匿等方式， 经深圳福田
口岸走私入境。 最后袁某等揽货
团伙利用快递邮寄渠道， 交给各
个城市的内地货主进行销售。

在河南省南阳市城中村的一
查缉点， 一农民房内放着５个衣
橱般大小的保险柜， 海关缉私人
员打开保险柜， 里面一层一层地
摆满了天梭、 浪琴、 欧米茄等高
档名牌手表。 根据账册显示， 仅
仅一个月， 这个走私团伙非法牟
取的利润达１００多万元。

深圳破获走私高档名牌手表大案

漫画绘制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