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京华时报消息 3 月 18 日， 清华大

学举办本学年度最大型校园招聘会，近 300

家用人单位提供了超过 6000 个招聘岗位，

吸引了来自清华及周边高校的近万人参

加。 而前一天，北京大学也举办了大型就业

洽谈会。 目前，虽然离毕业还有三个多月，

两个学校近半的学生已经签约。 学生反映

去基层就业成为新趋势。

近年来清华大学不断推动学生去基层

就业。 自 2009 年与重庆市开始校地联合，

开展定向选调工作以来， 两年向重庆市基

层公共部门输送了 59 名毕业生， 而此前 5

年，清华仅有 1名学生赴重庆就业。 今年该

校进一步开辟广西壮族自治区、 辽宁省的

定向选调，目前广西、重庆拟签约的毕业生

分别为 68 人、22 人。 此外，还有 68 人报名

甘肃定向选调生，29 人报名江苏定向选调

生，13人报名辽宁选调生。 同时，西藏基层

公共部门就业项目也于本周启动， 新疆定

向选调生项目也将于月底启动。 北大学生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陈永利也介绍，今

年就业的一个新特点是一些地方政府纷纷

来校选拔优秀学生， 同时愿意到各地基层

单位工作的学生大大增加。

为促进更多的学生到基层就业， 清华

的起航奖学金将实现规模和额度的翻一

番，一等奖的额度将高达 1 万元，约能惠及

200人。

据法制晚报消息 我国已经研

制出多款地震救援机器人， 可深入

废墟、危险化学品环境实行救援。

3 月 19 日记者从中国地震应急

搜救中心、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

所等单位了解到， 我国已经成功研

制出多款地震搜救机器人， 目前已

进入示范应用阶段。 预计在十二五

期间， 将作为地震应急搜救装备投

入实际使用。

名称：小飞机机器人

技能：传回实时图像

这款机器人可以说是我国第一

个小型无人驾驶直升机。 其翼展 3

米左右，飞机机身长约 3 米左右，可

进行大范围宏观灾情信息调查，比

如可将方圆几十公里内的灾情信息

在第一时间反馈给救援部门， 传回

灾情现场的实时图像。

名称：洞穴机器人

技能：可根据地形变形

这款机器人是履带式的， 最大

的特点就是可根据废墟现场的地形

进行变形，可以呈现条形、三角形等

形状，堪称“变形金刚”。

这款机器人主要是用于信息采

集，可代替人进入仍存在余震、结构

极不稳固的倒塌废墟中寻找被埋的

幸存者。 洞穴机器人装有最先进的

生命探测仪器， 可以探测到被埋者

的温度和心跳。

名称：表面作业机器人

技能：可监测有害气体

表面作业机器人更善于在没有

完全倒塌的楼房中爬楼梯， 此外还

适用于震后的化工厂等危险环境中

作业。 在一些震后发生泄漏的化工

厂， 由于存在大量有害的化学物或

气体， 这款机器人就可以代替人进

入现场，监测有害气体的浓度，通过

视频发回现场环境的图像， 为指挥

人员制定救援方案提供支持。

名称：蛇形机器人

技能：可送水输氧

废墟缝隙搜救机器人主要是以

蛇形机器人为主，俗称“蛇眼”。 这款

机器人呈蛇形， 可进入震后废墟中

一些非常狭小的缝隙空间。

更“神奇”的是，这款机器人的

“蛇身”上还有输氧装置，也可为被

埋者输送氧气。 此外，这款机器人的

头部还装有麦克风。

据华西都市报消息 3 月 19 日， 四川

省盐务局数据显示，“抢盐风”从 16 日下午

开始后，仅 17 日一天，四川省食盐的销量

达到 1.8万吨，到了 18 日，这一数据还是保

持在 1.1 万吨的高位，3 月 19 日降到 6000

吨。而平日里，全省食盐的日销量仅为 1000

吨； 相当于两天之内卖出了近一个月的全

省销量。

市民打热线要“退盐”

3月 19日，记者走访多家超市，发现成

都市场未现“退货潮”。 但 12358 价格投诉

热线倒是接到了不少“退盐”热线。

四川省盐务局常务副局长邱凡陶介

绍，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食品一旦出售，若

不是质量问题，轻易不能退货。 对此，邱凡

陶建议， 食盐的保质期一般是两年左右，

“市民囤积的食盐若不是很多，内部消化了

就好，若很多，可以赠送给亲戚朋友等。 ”

买了 50包盐一家人 4年才能吃完

短短两天，在广东、江苏、上海等地，甚

至出现了抢购者的退盐潮。 18 日食盐抢购

风波平息后， 广东省物价部门的 12358 价

格投诉举报电话又迎来了新一波的投诉

潮， 不少人纷纷将食盐拿回销售点要求退

货， 被拒后致电物价部门投诉，“有个人买

了十多箱，商店坚决不给退”。

江苏南京的王女士介绍， 她以每包 8

元钱的价格买了 50包盐。 眼看着超市里重

新铺满的一元多一包的盐，王女士：“后悔！

特别后悔！ 绝对不会再这么傻了。 ”

记者算了一笔账。 正常人每天盐的最

大合理摄入量是 6 克，50 包盐一共 25 千

克，即使王女士一家三口天天在家吃饭，也

得将近 4年才能吃完这些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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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监测

海水大气中放射性元素

海淀魏公村附近，一栋白色小楼，就是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日本大地震后，每

天早上 10 时之前，要向国家海洋局环保司

报送未来三天的海流等预报情况。

从 13 日起，黄海等海域都有“中国海

监” 船舶抽样海水和海上大气放射性元素

监测。 国家海洋局下属北海分局、南海分局

及第三海洋研究所分别在黄海中北部、珠

江口及南海北部开展监测。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

黄娟说， 该预报中心主要做海域大气动力

条件的预测， 并对放射性污染物在海水和

大气中的扩散进行预报分析。

3月 17日开始， 该中心每天的预报信

息，以短信形式直通青岛市政府应急办。

黄娟认为，海洋预报应急体系，为事故

应急和防护工作起到预警和技术支撑。

■“空中”监测

预报第一时间发国务院

“未来三天核污染对中国没有影响”，

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北京

区域环境紧急响应中心多日来连续发布的

信息，对未来 72 小时污染物可能扩散的影

响范围、轨迹进行预报。

■陆地监测

每日公布城市辐射环境

海上、空中监测的同时，陆地上，一张

巨大的城市监测网也在运行。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从 13 日

起， 每日都在网站上公布全国辐射环境自

动监测站空气吸收剂量率情况和我国运行

核电站周围环境空气吸收剂量率情况。

3月 19日晚， 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

员会综合海洋局、环保部等部门监测结果，

发布未来三天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对我国

环境及境内公众健康不会产生影响。

（据《新京报》）

鹤壁市西门子助听器销售全系列盒式

机、 耳背机、 耳道机。 凡选配西门子逸动

101 以上全系列单台耳背机、 定制机均可

获赠精美礼品一份， 产品保修期还将延长

1年 ~2年。 礼品数量有限，赠完为止，详情

请咨询市区各营业店。

新区第一人民医院三楼耳鼻喉科听力门诊 3 3 3 8 0 3 3

老区第一人民医院对面西门子助听器专卖 2 6 9 6 4 6 6

助听器让您听得清晰

西门子助听器终端用户推广活动

活动时间：2 0 1 1 年 3 月 1 日～3 月 3 1 日

中国

“

海陆空

”

盯紧日核泄漏

气象局、环保部、海洋局织起实时监测预报网

台湾台东县附近海域

发生 5 . 2 级地震

新华社北京 3 月 20 日电 据国家地震台网测

定，北京时间 2011 年 3 月 20 日 16 时 00 分，在台湾

台东县附近海域（北纬 2 2 . 4 度，东经 1 2 1 . 4 度）发生

5.2级地震，震源深度约 30公里。 震中距台东县城约

50公里，距离高雄市区约 110公里。

核心

提示

3 月 1 9 日，国家海洋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分局确保在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域，每日分别保持 1 艘至

两艘船舶，专门执行海洋水体和海面大气放射性监测。

与此同时，国家环保部、中国气象局等部门也对核泄漏辐射污染事故对我国的影响，每日监测预

报。 一张覆盖海洋、陆地、大气的实时环境监测网络已现端倪。

“抢盐风”退了“退盐族”来了

5 0 包盐一家人得吃 4 年

3 月 1 6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堆满食用盐的盐业仓库内，工作人员有序地为经销商配

送食用盐。 中盐总公司表示，目前食盐储备十分充足。 新华社发（郭斌 摄）

我国研制出多款

地震救援机器人

“变形金刚”可测心跳

清华北大近半应届毕业生已签约

去基层就业成新趋势

■相关链接

日本震后

中国力保货币稳健

日本强震，令全球各国货币当局各怀忧思。 继日

本央行注资、美联储议息后，中国央行将于 2 5 日启

动年内第三次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 中国央行

此举旨在保持货币政策中性。 在上述诸多不确定因

素之下，“央行理性的态度应该是保持观望， 观望的

正常策略应是政策既不向左，也不向右，保持中性。 ”

鲁政委预计再度加息或在第二季度。 （中新）

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记者 王培伟 王

宇）中国人民银行 18 日晚间宣布，从 2011 年 3 月 25

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此次上调离上次上调仅隔一个月，也是央

行年内第三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今年以来，央行已经分别于 1 月 20 日和 2 月 24

日两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上调后，我

国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

已经分别高达 20％和 16.5％的历史高位。

粗略估计，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能够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资金 3600亿元人民币。

分析认为， 央行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意在有

效调控市场流动性，并缓解市场通胀预期。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 此次存款

准备金率的上调是稳健货币政策的一个体现， 意在

调控市场过多流动性。

专家指出， 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同时也是为了

缓解居高不下的通胀预期。

“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来看，中国物价水平形势

依然较为严峻，市场通胀预期居高不下。 ”亚洲开发

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表示。

庄健指出， 调控市场流动性是控制物价水平的

关键， 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有效抑制银行放贷

冲动，从而实现对市场流动性的有效控制。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月份我国 CPI同比

涨幅为 4.9％，与 1月份持平。 但目前市场普遍预计，

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一方面，

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存在。 此外，春节后各地出

现的用工荒再次证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长期

趋势。 另一方面，近期中东北非国家的动荡局势和日

本大地震也可能助推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

上涨，从而加大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

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

缓解居高不下的通胀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