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雨、暴雨、大暴雨，5月下旬
以来， 三湘大地雨水频发且声势
浩大。

潇湘雨水为何如此“功力深
厚”，气象专家认为，原因有三：充足
的源源不断的水汽、不稳定的大气
层结和马蹄形地形的放大效应。

首先是因为“原料”充足，有充
沛的水汽作为支撑。 水汽的来源，
分别是来自孟加拉湾经青藏高原
输送的暖湿气流和把海上水汽向
内陆地区搬运的东南季风，湖南正
好处于这两股暖湿气流的交汇带
上，自然特别能够“呼风唤雨”。

除了“原料”充足，迅速升高的

气温也是“神助攻”之一。湖南雨热
同期，雨季也是气温迅速升高的季
节，白天升温快，能量蓄积，蓄势待
发，傍晚开始，高空气温下降，与地
面的温差逐步拉大， 云层上冷下
热， 大气层结就变得不稳定起来，
于是， 低层较暖的空气上升冷却，
凝结成雨，倾盆而下。

此外，湖南东、西、南三面山
地环绕， 逐渐向中部及东北部倾
斜， 形成向东北开口不对称的马
蹄形地形。这一地形放大了温差，
让冷暖气团之间的运动更加频
繁， 变成一辆动力十足的“洒水
车”。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邓玲

数据显示，我省今年高校
毕业生37.42万人，比去年增加
2.02万人。那么，我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情况如何？政府将给予
怎样的政策支持？ 近日，全省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
召开，部署推进我省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

会议透露， 我省将重点
围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等重大发展战略， 以及我
省“五个强省建设”、长株潭
衡“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
城市群建设， 引导毕业生到
这些重点地区、重大项目、重
要领域就业。 为拓宽就业渠
道， 我省将积极引导和鼓励
高校毕业生投身基层， 弥补
基层人才短板。 鼓励毕业生
投身扶贫开发和农业现代化
建设；到中小微企业、社会组
织就业； 加快实施“特岗教
师”“大学生村官”“三支一
扶”“西部计划” 等基层就业
项目； 扎实开展“定向师范
生”“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农技特岗生”公费培养等工
作。通过完善职称评审、工资
待遇、 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
代偿、住房等方面的保障，让
高校毕业生“下得去、 留得
住、干得好、流得动”，促进其
在基层成长成才。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唐清莹 叶飞艳

本土连线

我省引导和鼓励高校
毕业生投身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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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0日讯 湖南新一
轮强降水过程拉开序幕。 今天我
省迎来降雨过程最强时段， 湘中
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其中湘中东
部局地大暴雨， 长沙等多地连发
暴雨预警。据省气象台预计，31日
至6月1日， 湘西南还有一次较强
降雨天气过程。

省内大部分地区小到中雨

实况统计显示，29日8时至
30日8时，省内大部分地区出现小
到中雨， 其中娄底市和芷江、东
安、邵阳等县出现暴雨；省内共84
个乡镇暴雨，12个乡镇大暴雨，最
大值为168.2毫米，出现在芷江侗
族自治县牛牯坪站。 当前江河湖
库水势平稳，各河道、水库水位均
在警戒（汛限）水位以下。

省气象台预计，31日至6月1
日，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还有一次
较强降雨天气过程；2日至3日，永

州、郴州有阵性降雨；4日至5日湘
中以南还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发生，局地暴雨。

长沙启动气象灾害（暴雨）
III级应急响应

30日早上8时开始， 长沙接
连发布暴雨预警， 提醒注意防范
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和中
小河流洪涝， 防范短时强降水可
能引发的城市内涝。

当日11时， 长沙市气象局正
式启动气象灾害(暴雨)III级应急
响应状态。各单位要严格按照《长
沙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应急响
应流程做好应急响应工作。

强降雨来袭， 需加强防御强
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和滑坡、崩
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中小河流
洪水及城市内涝。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通讯员 张倩

近日， 智联招聘发布
了《2018应届毕业生就业
力调研报告》， 对共计
90168名应届毕业生完成
了调研问卷， 解读了移动
互联网时代的大学生们的
就业意愿和就业趋势。

新一线城市
成为就业首选地

调研数据显示 ，在
2018年应届生眼中，期望
就业地比例最高的是新一
线城市（成都、杭州、武汉、
重庆、南京、天津、苏州、西
安、长沙、沈阳、青岛、郑
州、大连、东莞和宁波等），
占比为40.18%，同比上升
了2.68%。

对比2018年应届毕
业生实际签约数据可以发
现， 实际签约地点比例最
高的依然是新一线城市，
占比为34.47%，而一线城
市 的 实 际 签 约 率 为
29.29%。 从实际数据看，
无论是对高校毕业生的吸
引力， 还是最终就业的实
际吸纳能力， 新一线城市
在针对2018年应届毕业
生的“人才争夺战”中已经
全面超越了一线城市。

技术销售类岗位
需求最大

2018年应届毕业生
的就业岗位当中， 技术类
岗位无论期望签约占比还
是实际就业占比都依旧保
持最高。 销售类岗位同样

出现了实际签约人数超过
期望签约人数的现象，期望
签约占比仅为5.84%，而实
际签约占比高达17.73%，
仅次于技术类岗位。

此外， 财务/审计/税
务、行政/后勤/文秘类岗位
的期望就业人数超出实际
就业人数，其中财务类岗位
的 期 望 签 约 占 比 为
15.13%， 实际就业占比为
8.17%，而行政后勤类岗位
的 期 望 签 约 占 比 为
13.78%， 实际就业占比为
7.48%，均表现出明显的市
场竞争过激。

好工作不再是
“钱多事少离家近”

应届毕业生在求职过
程中， 最看重的因素有哪
些？ 从2018年调研结果来
看，应届毕业生选择“实现
个人价值” 的数量是选择
“挣钱” 的近两倍。 具体来
看， 有41.70%的应届毕业
生认为，找工作时最看重的
因素是“工作是我实现个人
价值的重要部分”， 分别有
26.97%和23.19%的应届毕
业生认为是“工作必须符合
我的兴趣， 做人开心最重
要”以及“工作只是谋生的
手段，赚钱最重要”。

随着劳动力市场在不
断发生新的变革，在越来越
多的95后眼中，一份好工作
的核心标准不再是“钱多事
少离家近”， 而是能够在职
场中实现自我价值，并从事
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工作。

5月30日， 长沙暴雨压城，长
沙市民张女士上午就通过手机
APP在美团外卖订餐，结果3个小
时还没有送到。与配送站沟通，才
知道是外卖小哥出了状况。 一番
交涉，最后商家给张女士免了单。

暴雨出事故，外卖迟迟不到

10点28分在长沙市湘春路
一家单位工作的张女士就通过美
团APP在离单位仅两公里的乐兮
小酒馆下了单。“预约12点送达，
也看见骑手接单， 但就是迟迟不
见送达。”张女士只得给骑手打电
话，被告知暴雨发生事故，电动车
出了问题， 没法继续配送，“让我
重新下单，其他骑手配送。”

乐兮小酒馆负责人余先生告
诉记者，11点35分就把饭菜准备
好， 可骑手迟迟没来。“给骑手打
了几次电话，也无人接听。”十几
分钟后，接到配送站的电话，说骑
手因为天气原因发生车祸， 需要
重新下单由其他骑手进行配送。

“天气状况不佳，配送也比较
慢。”第二名骑手解释称，拿到该
订单的时候自己手里还有好几单
要送，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因此， 等外卖小哥把张女士
的单送到时， 已经是下午1点45
分， 这距离张女士下单的时间已
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最终，商家
给张女士免了单。

“天气恶劣，出现极端情况
也可以理解， 但商家联系不到骑
手， 就让顾客一直饿着肚子等
吗？”张女士说，“哪怕是早点与我
联系，我也能有其他选择。”

无法按时履约，应及时告知

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李晓
龙律师认为， 顾客与订餐APP平
台之间如果就送餐时间进行了明
确约定或者平台对送达时间进行
了预计， 就应当视为送餐员存在
按照约定时间送餐的义务， 如果
送餐员未能按时或及时履约，则
平台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如果由于不可抗力导致送餐员无
法按时或及时履约， 可以免除平
台的违约责任， 但是平台或送餐
员需要在遭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
无法按时或及时履约的情况下，
对顾客进行及时告知， 尽量避免
顾客等待过长的时间。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强降水又来，湖南多地连发暴雨预警
今明两天湘西南还有一次较强降雨 提醒：需加强防御山洪等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

2018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出炉

长沙等新一线城市成就业首选地

暴雨压城，外卖3个多小时才送达

5月30日，怀化市迎丰东路石门段，市政人员冒雨打开窨井口，排除路面积水。当天，受强降雨影响，
该市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市政人员逐一打开积水路段的窨井口，排除积水，并在每一个窨井旁安排
专人看守，守护过往行人安全。 陈湘清 摄

暴雨·订餐

暴雨·解读暴雨为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