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斯克个人财产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消息， 推
特和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自

2021年11月以来已经损失了大约2000
亿美元的资产， 正式打破历史上个人
财产损失最多的世界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网援引 《福布
斯》 网站的数据称， 截至2023年1月，
马斯克的净资产已从2021年3200亿美
元的峰值下降到1380亿美元， 损失约

1820亿美元。 吉尼斯官网表示， 有其
他消息来源显示， 马斯克财产损失值
实际上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

虽然确切数字难以确定， 但马斯
克的财产损失远远超过了日本知名投
资人孙正义在2000年创下的586亿美元
的纪录。

马斯克的财产损失也让他暂时从
全球首富的宝座上跌落， 将交椅交给
了净资产约1900亿美元的奢侈品集团

LVMH创始人伯纳德·阿尔诺。
据报道， 马斯克的大部分财富都

与特斯拉股票挂钩， 其财产损失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斯拉股票表现不佳。
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以及他在推特上
的种种偏颇行为引发了特斯拉自2010
年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股票抛售， 其
价值在2022年暴跌了65%。

相关数据显示， 尽管繁荣一落千
丈，但特斯拉仍然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
汽车公司，其市值比排在第二的竞争对
手丰田高出1000亿美元。 摘自中新网

打破世界纪录

随着春节假期临近，快递行业也进
入了春节旺季，有从业者表示，近期日
均投递量较正常情况增加了20%，不少
快递小哥需要加班。

多家快递公司宣布兔年春节期间
继续不打烊， 为保障春节期间平稳运
营， 多家快递公司都给出了补贴希望
“留住”快递小哥。

－多方补贴

近期，各家快递公司陆续公布春节
期间快递员补贴政策。

1月10日， 菜鸟联合天猫超市启动

“老旧无电梯小区快递送货上门保障计
划”以及春节物流不打烊，从春节开始，
全年投入2亿元补贴奖励给快递员，用
于专项保障老旧无电梯小区、偏僻小区
的送货上门。

“2022年菜鸟直送已经开始试点奖
励和补贴，2023年我们全年将投入2亿
元的专项送货上门奖励、补贴，其中也
包括今年春节不打烊的补贴和奖励。 ”
菜鸟直送猫超项目负责人沈建锋表示，
日常相关快递员每月可增收600到1000
元，春节期间在岗快递员人均预计增收

2000元，让快递员的付出有回报。
申通快递则表示，春节期间继续提

供正常揽收服务，积极调配运力、人力
资源， 保障春节期间寄递通道顺畅运
营。 在“过年不打烊”特保期间，申通总
部将结合件量密度、派送难度、服务质

量等因素， 在日常派费基础上增加补
贴，对于一些非核心区域网点，将给予
一次性补助，给网点减负。

不仅是快递公司，考虑到春节期间
市民的生活需求，不少地方也针对配送
人员推出了春节补贴。 2022年12月24
日，“上海发布”微信公号发布了《上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本市
相关行业和企业稳岗留工有序运行若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表示，对春
节期间(2023年1月21日至1月27日)上岗
工作的一线人员， 给予每人每天150元
补贴。

此外，南京、青岛、舟山等城市也针
对春节期间就地过年的快递员提出了
补贴政策。

－部分网点通过高额补贴留人

快递网点留人的心情更加急迫。
北京朝阳团结湖一网点的负责人

张代雷为鼓励员工报名值班，给出了高
额的激励政策：除增加派费收入，网点
额外给每个留守人员奖励3000元，同时
安排专业厨师每天按照年夜饭标准招
待值班人员就餐。 张代雷表示，这一补
贴金额是附近网点中最高的。在此激励
下， 今年有20个员工主动报名值班，也
让张代雷感到惊喜。

张代雷表示，网点目前约有50位员
工，都非本地员工。 过去两年受限于疫
情，每年春节都有超60%的员工留京过

年，今年随着政策变化，员工们回家过
年的心情更加急切。为保障网点的正常
运行，张代雷给出了近几年最高的春节
补贴，“我们公司春节值班，是指大年三
十到大年初四，按照5天时间计算，每天
的额外补贴不低于600块钱。 ”

对网点而言，这一激励举措除了保
障春节期间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解决了
节后复工的难题。 张代雷透露，考虑到
电商商家也会放假，春节期间整体单量
并不多，“按照往年趋势腊月二十三之
后订单开始减少，腊月二十八过后单量
会更少，其实春节期间只需要7到8位员
工。”网点留下20位员工，是为了应对年
后的订单。

从整个春节档期看，对快递网点的
考验在于年后订单恢复时的运营。在张
代雷看来，网点年前不留住员工，年后
重新招聘至少需要一周时间才能恢复
正常运转，“快递行业流动性较高，疫情
期间不少员工从餐饮、 工厂等行业转
岗，随着经济恢复年后不少快递员会选
择别的行业，所以招聘并不容易，同时
招聘成本也较高，网点年后派送也会面
临压力。 如果年前快递员愿意值班，年
后换工作的概率较低，在商家恢复发货
后能维持网点正常运转。 ”

此外，张代雷表示，选择值班的员
工并非不能回家过年，“不少快递员会
在年初六时回家，到正月十五左右再返
岗。 ” 摘自第一财经

珍惜春节送快递的小哥！

2021年印发的 《“技能中国行动”
实施方案 》 提出 ， “十四五 ” 期间 ，
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 技能人
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30%， 东部省
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

35%， 中西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
人才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2～3个百分
点。 客观来说， 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
对于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 但高
层次职教人才供给却捉襟见肘， 供求
出现不平衡现象。 教育部最新发布的

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 ， 2021年全国高职 （专科 ） 招生

552.58万人 （含五年制高职转入专科
招生45.20万人）， 而全国职业本科招
生仅4.14万人。 当前， 中职毕业生升
学去向主要是高职专科层次院校， 面
向应用型本科的招生计划较少。 而部
分高职院校由于生均占地面积不足 、
高水平师资队伍较为薄弱、 实验实训
条件不达标等多方面因素， 未能达到
教育部对高职院校 “升本” 要求， 造
成职教本科院校数量偏少。 因此， 要
推进职教高考， 就要不断优化高职院
校新校区建设、 高水平人才引进等方

面的政策和条件， 鼓励符合教育部规
定要求的高职院校升格为职教本科 ，
并允许一部分优势专业转型升级为职
业本科专业。 同时， 也要鼓励名校的
技术技能专业推出一定数量的招生名
额， 为职业教育人才成长创造更大空
间。

目前， 各省试点的高职单独考试、
高职提前招生、 春季高考等招生对象
主要是中职毕业生， 招生方案主要适
用于省内生源， 缺乏辐射全国的统筹
规划。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普高
毕业生 “挤占” 职教高考的招生计划，
但也会导致不少人对职教高考的态度
与普通高考不同。 职教高考要成为与
普通高考同等地位的高考制度， 成为
衔接高职 （含本科） 教育和中职教育、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要纽带， 首
先要扩大生源范围， 无论是普高生还
是中职生， 可根据自己的学业成绩和
未来职业规划自主选择参加不同类型
的高考； 其次， 要打通省际界限， 允
许一部分优质的高职院校 （如国家
“双高计划” 建设院校） 招收一定数量
的省外中职毕业生， 让学生有更多选

择机会， 同时还要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推进有条件的学校招收具有工作经验
的学生。

需要强调的是， 职教高考面临的
最突出问题是技能型考试该如何考 ，
这关系到职教高考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选择哪些试题、 考察哪些技能、 设计
何种载体， 都是影响考试信度与效度
的关键。 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的最大
区别， 就在于其考核科目、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等方面突出实践导向。 职教
高考制度改革势必为高职教育人才选
拔、 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带来新的机
遇与挑战 。 对此 ， 可考虑联合协会 、
企业、 高校、 课程专家开发专业标准、
课程标准等， 优化职业技能考核办法，
根据不同专业所学知识和技能的共通
性将其汇集成一个专业大类， 设置相
应考试科目， 以便与高等职业教育专
业大类之间建立对接关系。 在专业大
类划分后， 其大类中的基础知识也应
纳入职教高考的考试范畴。 这不仅能
满足高职院校对学生职业技能的要求，
也有利于推动中职学校重视学生职业
技能的培养， 突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还要注意的是， 目前各地的高职
分类考试改革方案虽然包括了多条考
试招生路径， 然而考试成绩却难以在
纵向和横向上实现互换， 无法为学生
提供充分的高等教育选择权， 评价结
果呈现 “孤岛化”。 比如， 中职生凭借
分类考试成绩很难进入普通本科高校，
本就稀缺的机会也因招生计划少而难
以形成规模和影响， 高职分类考试成
绩和普通高考成绩之间没有实现互换
机制。 因此， 建议职教高考在招生录
取上开展平行志愿投档改革 ， 探索
“一档多投” 的录取方式。 采用普通高
考制度与职教高考制度并行， 考生部
分科目成绩在两种高考制度下可按规
则转换成对应成绩， 同一个考生可以
多次投档。 若考生在春招时没有被录
取， 不影响其在普通高考中录取。

总而言之， 我们不仅要开辟升学
路径， 更要提升职业教育质量， 加强
中职与高职的衔接， 构建技术应用型
人才培养体系， 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
教育融通，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摘自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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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还要要破破解解哪哪些些难难题题
职职教教高高考考职教高考， 对于职教学生

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是职业教育领域最核心、 最关
键的话题之一。 中共中央办公
厅 、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的意见》， 再次明确
“完 善职教 高考 制度 ， 健 全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考试招
生办法， 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
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

3000 元有网点自掏腰包人均补贴 损失近20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