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芝麻信用、 租租车
和美国车行yesaway27日共同推出
境外免押金租车服务。 芝麻信用
700分以上的用户可以在境外实
现免押金、 免信用卡担保租车。

租租车联合创始人李斌介
绍，以往，境外租车一般需要刷信
用卡预授权， 也就是冻结一部分
信用卡额度作为“押金”。 现在，用
户通过支付宝进入租租车平台并
选择yesaway的车辆，在“车辆押金
（预授权）”一栏选择“芝麻信用免
押金”即可预订车辆，并通过支付
宝支付租车相关费用。

李斌说， 借助芝麻信用的信
用评分体系， 优质用户不再需要
支付高昂的押金就可以实现境外
租车， 大大降低了出境自驾的门
槛， 也让更多支付宝用户能够轻
松体验境外租车服务。

目前， 用户可以在美国洛杉
矶 、 新西兰基督城以及泰国曼
谷 、 清迈和普吉五大机场的ye鄄
saway门店进行免押金租车。

芝麻信用出海
境外可免押金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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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地区目前已进入供
暖季 。 但记者在多地采访中发
现 ， “冬季来了 ， 暖气不热 ”，
却让一些居民备受煎熬。 专家指
出， 供暖是北方冬季重要的民生
工程， 有关部门要真正设身处地
为群众着想， 才能确保每家每户
温暖过冬。

守着暖气挨冻
投诉却遭冷遇

１１月１５日， 陕西省西安市进
入供暖季， 《西安市城市集中供
热管理条例》 规定， 采暖期内室
内供热温度不得低于１６℃。 但家
住西安南二环御城龙脉小区的徐
女士摸着家中冰凉的暖气片， 却
丝毫感受不到温暖。 “我在家也
得穿棉袄， 晚上还得开电热毯。”
徐女士说。

家住黑龙江省嫩江县前伟粮
库家属楼的孙先生， 则因家里供
热不达标， 不得不 “逃离” 嫩江
去南方避寒。 孙先生说， 他住的
家属楼共有４０多户， 现在家里的
温度只有１４℃左右， 而嫩江最低
气温已接近零下３０℃。 “家里太
冷了， 我这两天只能去南方躲一
躲。” 他无奈地说。

在采访中， 一些居民告诉记
者， 暖气不热， 他们找物业、 找
开发商 、 找供暖企业和政府部
门， 但投诉效果却不佳。 “我们
是小区供暖， 因为暖气不热， 我

们找了物业很多次。 但物业要不
说是锅炉坏了 ， 等三四天就好
了； 要不说供暖不稳定， 等十几
天就好了； 最后再去找， 物业直
接说 ‘解决不了’。 我们住户生
气又无奈。” 徐女士说。

黑龙江省绥化市广播电视城
小区的刘先生说 ， 因为供暖问
题 ， 小区居民多次拨打投诉电
话 ， 但供热公司一直让等等 。
“可等一周了， 还是不热， 整个
楼都不热 ， 尤其是晚上越来越
冷 ， 晚上打投诉电话就没人接
了”。 记者拨通了为这个小区供
热的公司投诉电话， 一位工作人
员接听电话后， 让记者联系检修
工， 联系上检修工则让记者 “再
等等”。

供暖成本增加
影响原因多样

西安市 “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从本月１５
日开始， 每天的各类投诉在２０００
个左右， 其中供暖问题的投诉占
了绝大多数。 从居民反映的问题
来看 ，“多数都是供暖温度不达
标，没有达到市政供暖标准”。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供暖温
度不达标的原因很多， 锅炉出问
题、 管道损坏、 管道维修等都会
导致供暖延迟或中断。 另外还有
不少是因为物业私自控制流量或
气压不稳定； 而供暖延迟或目前

还没有暖气的小区， 部分是因为
“煤改气” 涉及更换管道与更换
设备， 一些程序还没有走到位。

对此， 也有居民分析认为 ，
供热不达标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老
旧小区的二次供热管网老旧、 循
环不畅， 导致热损严重， 尤其是
老旧小区较多， 改造周期较长，
冬季供暖前的各项准备、 检修工
作不足。 也有居民认为是供热公
司存在 “偷工减料 ” 的情况 。
“我们小区的供热公司为了拿节
能奖， 供暖阀门开得不大， 温度
经常无法达标。” 绥化市居民刘
先生说。

而今冬面临煤炭供应紧张形
势， 也使得供热成本提高。 哈尔
滨市供热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
年下半年煤炭市场供应紧张， 对
今冬供暖形成不利。 供暖用煤高
峰来临， 但多数用煤企业夏储煤
不足 ， 随着煤炭涨价 、 供应紧
张， 提高了供热公司成本。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
勇表示 ， 每到冬季供暖问题凸
显，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热单
位服务意识淡漠， 没有真正树立
冬季供暖是最大民生的意识。 尽
管供热公司一般都建立了供暖检
修队伍， 但由于供热服务对象众
多， 有的供热公司检修队伍数量
少、 服务观念差， 导致供热跑、
冒、 滴、 漏等 “老大难” 问题长
期得不到解决。

供热不达标可投诉
服务意识有待提升

曲文勇认为， 供暖也是一种
商品， 居民缴纳供暖费， 就是花
钱购买服务 ， 如果室内温 度 不
达 标 ， 就 是 没 有 提 供 有 效 服
务 ， 居 民 有 权 要 求 供 热 公 司
进行赔偿。

为了解决供暖不达标问题 ，
曲文勇建议成立第三方独立专家
评估团， 由供暖方面有经验的人
才组成， 对供热公司的服务进行
监督， 给政府在处理供热公司不
达标时提供专业意见。

陕西省决咨委副主任石英
说， 管道设备改造也好， 维修也
好， 应该确保在供暖开始前就完
工、 而不是等到老百姓使用时才
临时抱佛脚。 今后供暖还要推广
“弹性制”， 即根据天气情况随时
决定是否供暖， 这也对相关部门
的准备和应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一些单位和部门不能 “天
下雪了才想起修炉子”。

“民生问题无小事， 供暖链
条中处于中上游的供暖部门、 监
管部门、 施工单位、 开发商、 小
区物业等每个环节都不能松懈，
只有多方实实在在地把好每一
关， 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 才
能确保下游每家每户舒心过冬。”
石英说。

据新华社

寒冬来了，为何他们守着暖气在挨冻？

打破“铁饭碗”如何实现常态化
近日， 新疆发布公告， 为自

治区地矿局、 乌鲁木齐高新区、
昌吉农科园招聘９名聘任制公务
员。 “新华视点” 记者发现， 仅
１０月份以来， 已有四川德阳、 河
南开封、 山西省、 新疆四个地区
发布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公告。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 全国
至少已有２１个省份 “试水” 聘任
制公务员招聘。

中办、 国办不久前印发 《聘
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 （试行）》，
对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 管理、
出口等方面进一步明确。 打破公
务员 “铁饭碗” 的聘任制将如何
实现 “常态化”？

专业门槛高是聘任制公
务员岗位共同特征

专业门槛要求高是聘任制公
务员岗位的共性特征。 山西省大
数据产业办公室招聘的两名聘任
制公务员， 明确要求有５年以上
大数据相关行业从业经历； 新疆
地矿局主任工程师岗位要求具备
１０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且具有
相应专业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
称； 河南开封市招聘的地方海事
局船舶检验师， 要求具备注册验
船师 （Ｃ级及以上） 资格， 具有
两年及以上船舶检验或同类工作
经验。

据了解， 目前， 我国公务员
有选任制、 委任制、 聘任制三种
类型。 聘任制公务员源于２００６年
１月１日起施行的公务员法， 其中
提出机关根据工作需要， 可以对
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
实行聘任制。

２００７年， 深圳、 上海浦东两

地在全国率先开展聘任制公务员
试点， 此后试点范围陆续扩大到
北京、 江苏、 湖北等地。

２０１５年， 武汉大学建筑与土
木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朱立伟通
过公开招聘成为武汉市首批 聘
任 制 公 务 员 。 他 在 新 洲 区 阳
逻 开 发 区 管 委 会 建 设 运 营 主
管 岗 位上 ， 全程参与开发区两
个ＰＰＰ项目谈判、 签约、 落地推
进 。 “我是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签约上
岗， 合同聘期是３年， 聘期结束
后可以考虑续聘， 或自由求职。”
朱立伟说。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吴江说， 聘期制是聘任制公务员
与委任制最大的区别。 委任制公
务员只要工作不犯严重错误， 就
能一直干到退休， 是 “铁饭碗”。
“聘任制公务员聘期一般是１年到
５年， 聘任到期后就可能不再聘
任， 若年度考核不称职就会被解
除聘任合同。”

并非全是 “高薪”， 有
猎头开出三倍工资挖人

聘任制公务员是否是公务员
队伍中的 “高薪” 群体？ 记者采
访发现， 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聘
任 制 公 务 员 待 遇 水 平 存 在 较
大差异。

山西省大数据产业办公室此
次招聘公务员， 列出的年薪为３０
万到４０万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地矿局主任工程师岗位年薪为１３
万到１５万元， 乌鲁木齐高新区招
聘的人力资源规划师、 招商运营
总监、 国有资产监管专员３个岗
位， 年薪均为１５万到２５万元。 而
武汉市首批公开招聘的聘任制公

务员 ， 给出的年薪为税前１６万
元。 当地干部表示， 这个薪酬水
平确实比一般公务员要高， 但也
仅属于略高于副处级的水平。

委任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由
职务和职级决定， 国家与地方都
有明确标准。 聘任制公务员的薪
酬待遇如何确定？ 武汉市人社局
副局长徐冬先表示， 聘任制公务
员实行协议工资制， 由招聘单位
结合市场因素和公务员工资水平
综合考虑。 聘任机关确定的招聘
职位工资额度， 需报同级人社、
财政部门核定。

北京市一位聘任制公务员介
绍， 聘任制公务员岗位需要的金
融、 法律、 工程领域专业人员，
往往在人才市场上也很抢手。 因
此， 尽管公务员岗位具备一定的
工作平台优势， 但也有一些岗位
由于地方政府开出的待遇太低、
报名人数太少而被迫取消。

一位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介
绍， 有的聘任制公务员聘期还没
有结束， 就被猎头公司盯上， 开
出三倍薪酬水平挖人。 “这些既
具备操作经验又熟悉行政事务的
人才特别受青睐， 不少单位担心
留不住人。”

从试点走向常态化需进
一步细化待遇、 出口等

一些受访人士介绍， 新规的
出台， 对聘任制公务员的定位、
路径 、 出口都进一步明确 。 比
如， 明确达到聘期满五年、 年度
考核均称职等条件， 经批准可转
为委任制公务员； 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
内聘任制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

作， 这些意味着今后聘任制公务
员将从试点走向常态化。

记者梳理发现 ， 前期 “试
水” 招聘的公务员， 多集中在各
地新区或开发区 ， 涉及经济运
行、 园区建设、 海事管理、 交通
物流 、 信息数据等 专 业 领 域 。
一位聘任制公务员介绍 ， 这类
岗位通常与市场衔接紧密， 相应
的专业性人才很难从体制内直接
培养。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 对
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要求越 来
越 高 ， 有 些 发 达 国 家 聘 任 制
公务员占比超过５０％。” 吴江说，
聘任制打破了公务员职业的 “铁
饭碗”， 有助于政府部门从市场
中遴选专业人才， 提升综合管理
水平。

部分基层人社部门负责人介
绍， 国家出台的规定使聘任制公
务员岗位吸引力大幅提升， 同时
赋予各级公务员管理部门相应综
合管理职能。 各地将陆续出台实
施细则， 今后聘任制公务员将更
常见， 岗位也更多元化。

此外 ， 一些业内人士也指
出， 相对于委任制公务员招录的
“逢进必考”， 聘任制公务员的招
聘无疑自由空间更大， 要警惕个
别人通过聘任制进行 “萝卜招
聘”， 转而变成委任制， 最后实
现公务员身份的 “曲线救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
表示， 随着聘任制公务员范围与
数量的扩大， 应加强对招聘全过
程的审核与监督， 提高透明度，
对聘任制公务员的工资增长机
制、 转任委任制职级等重要环节
明确实施细则。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人类生育后代是
否顺利， 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黑猩猩也有类似情况。 美国一项
新研究发现， 相比跟亲朋好友在
一起的同类， 离开原有种群的野
生雌性黑猩猩的生育年龄要推迟
３年左右。

美国杜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在新一期 《人类进化杂志》
上报告说， 他们分析了坦桑尼亚
西部贡贝国家公园的３６只雌性黑
猩猩的日常生活记录。

在黑猩猩群体中， 一些雌性
黑猩猩成年后则会迁至其他种
群， 但也有一些会留在其出生的
种群内。研究人员发现 ，留 在 原
来种群内的黑猩猩生育第一个
宝宝的平均年龄是１３岁，而离开原种
群的黑猩猩平均生育年龄是１６岁。

研究人员认为， 离开原种群
的雌性黑猩猩推迟生育可能有多
种原因， 它们可能在新种群内遭
到排挤， 融入需要一个艰难的过
程。 相比而言， 留在自己种群内
的雌性黑猩猩就要 “顺风顺水”
得多， 尤其是当它们的妈妈在种
群中地位较高时， 它们的生育年
龄还会更早一些 。 研究人员推
测， 部分原因是它们作为地位较
高黑猩猩的女儿更易获取食物。

新华社电 美国媒体 ２６日报
道，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黑色星
期五” 收到超过２０万份购枪背景
速查申请 ， 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１０％，创下该数据统计单日纪录。

２４日， 即感恩节次日， 是今
年的 “黑色星期五”。 这是美国
全年最重要的购物日， 也往往是
全年枪支武器销量最高的一天。
据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天通
过 “全国犯罪背景速查系统” 收
到２０３０８６份购枪背景速查申请 ，
打破去年 “黑五” 创下的１８５７１３
份纪录。

美国枪支销售商店通常使用
“全国犯罪背景速查系统”对顾客
身份进行快速查询。不过，枪支实
际销售数量往往多于购枪背景速
查申请数量， 因为一份申请可以
涵盖一次购买多把枪支的交易。

“离乡背井”的黑猩猩
会延迟生育

美国“黑五”
枪支申购创纪录

逾20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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