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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100个短缺职业排行出炉 服务行业和制造业占八成

常德和长沙现在都缺快递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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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员、收银员、餐厅服务
员、保安员、保洁员、商品营业
员、家政服务员、车工、焊工、装
卸搬运工……根据11月21日中
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
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发布的
《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求
职100个短缺职业排行》， 这些
职业排名前十。

据了解，该排行来源于全国
102个定点监测城市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填报的人力资源市场
招聘、求职数据。剔除无效数据
后， 本期公布的数据涵盖其中
90个城市的数据。按照“招聘需
求人数”和“求职人数”的缺口数
量和填报城市数量加权取值后
从大到小排列， 取前100个职
业，形成排行。

根据该排行，营销员、保安
员是大连、广州、成都最紧缺的
职业。常德最缺房地产经纪人和
快递小哥。餐厅服务员、快递员、
家政服务员、保安员等是长沙紧
缺的职业。

记者发现，在100个短缺职
业中， 有42个属于社会生产服
务和生活服务人员，36个属于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这两大类
职业占据全部排行的近八成。

根据排行， 家政服务员、养
老护理员、保育员等服务类职业
在多地呈现紧缺状态。 专家指
出，服务人员短缺源于近年来我
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
服务行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重
点行业之一。车工、焊工等技术
类工种也成为多地急需紧缺岗
位。 ■据新华社

11月22日， 教育部对外发
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
则（征求意见稿）》，提出教育惩
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
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学生如出
现违规违纪情形，教师可采取适
当增加运动，不超过一节课的教
室内站立或者面壁反省，暂停或
限制学生参加外出集体活动等
惩戒，但是禁止实施击打、刺扎，
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 反复抄
写、辱骂等。

教育部表示，征求意见稿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
截止时间为12月22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学生违反
学生守则、校规校纪、社会公序良
俗、法律法规，或者有其他妨碍教
学活动正常进行、 有害身心健康
行为的，教师应当给予批评教育，
并可以视情况予以适当惩戒。

征求意见稿提出，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 应当遵循育人为本、
合法合规、过罚适当和保障安全
原则，其中过罚适当是指，应当
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个性特
点、身心特征、认知水平、一贯表

现、过错性质、悔过态度等，选择
适当的惩戒措施，实现最佳教育
效果。

另外，教师对学生实施教育
惩戒后，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
与帮扶，注重惩戒与教育效果的
统一。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了教师
惩戒的禁止情形，也就是说教师
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
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以击
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
痛苦的体罚行为；超过正常限度
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
的动作或者姿势等间接伤害身
体、心理的变相体罚行为；辱骂
或者以带有歧视、侮辱的言行贬
损等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
因个人或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
而惩罚全体学生；因个人情绪或
者好恶，恣意实施或者选择性实
施惩戒；其他侵害学生基本权利
或者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因意
外或者学生本人因素导致学生身
心造成损害的， 学校不得据此给
予教师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以总理被起诉
该国历史上首次
将被指控犯有受贿罪、
欺诈罪和背信罪

以色列总检察长曼德尔卜
利特当地时间11月21日晚宣
布， 将正式起诉涉嫌贪腐的总
理内塔尼亚胡。

曼德尔卜利特在声明中表
示，这一决定是在彻底、深入调
查的基础上作出的。 内塔尼亚
胡将被指控犯有受贿罪、 欺诈
罪和背信罪。

内塔尼亚胡将成为以色列
历史上首个在任期间被起诉的
总理。当晚，内塔尼亚胡发表声
明称，这些都是“虚假”指控，意
在“推翻他”，他将根据法律规
定继续领导国家。

今年2月底，曼德尔卜利特
发表声明说， 计划起诉涉嫌贪
腐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内塔尼
亚胡涉及三起贪腐案。在“1000
号案件”中，内塔尼亚胡及其家
人涉嫌在2007年至2016年间，
从以色列商人、 好莱坞制片人
米勒汉处收受价值约28万美元
的雪茄、香槟、珠宝等。作为回
报， 内塔尼亚胡直接或间接地
向对方提供好处。在“2000号案
件”中，内塔尼亚胡涉嫌与报业
大亨摩西进行利益交换 。在
“4000号案件”中，内塔尼亚胡
涉嫌与贝泽克电信公司控股股
东进行利益交换，并收受贿赂。

此间舆论认为， 遭正式起
诉对试图连任和寻求议会豁免
的内塔尼亚胡是一个沉重打
击， 也将影响以色列可能举行
的第三次大选前的最后组阁谈
判。 ■据新华社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拟规定教师不得有击打、刺扎等行为

学生违纪严重，学校可让家长到校陪读

教师实施教育惩戒分为一
般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等
类型。

其中， 教师在课堂教学、日
常管理中，根据学生违规违纪情
形，可采取一般惩戒，包括点名
批评；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
者书面检讨； 适当增加运动要
求；不超过一节课堂教学时间的
教室内站立或者面壁反省；暂扣
学生用以违反纪律、扰乱秩序或
者违规携带的物品；课后留校教
导以及学校校规规定的其他适
当措施。

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情节较
重或者经现场教育惩戒拒不改
正的，教师经学校德育工作负责
人同意， 可以实施较重惩戒，可
暂停或者限制学生参加课程表

以外的游览、社会实践以及其他
外出集体活动；承担校内公共服
务任务；由学校学生德育工作负
责人予以训导；在学校设置的专
门教育场所隔离反省或者接受
专门的校规校纪、 行为规则教
育；要求家长到校陪读等。

学生违规违纪、 行为失范，
屡教不改的，或者严重影响教育
教学秩序的， 或者有欺凌同学、
辱骂殴打教师等恶劣情节的，教
师应当提请学校采取严重惩戒：
具体包括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
课或者停学，要求家长带回配合
开展教育；由法治副校长或法治
辅导员予以训诫；安排专门的教
育场所， 由专业人员进行辅导、
矫治；改变教育环境或者限期转
学等。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

学生有欺凌同学等恶劣情节应采取严重惩戒

类型

“雪龙兄弟”
南极情深

11月22日凌晨，“雪龙
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已在中
山站附近陆缘冰区。 破冰作
业顺利推进，为“雪龙”号大
规模卸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第36次南极考察首次

“双龙探极”。首航南极的“雪
龙2”号破冰能力强，往年“雪
龙” 号海冰卸货距离中山站
总是相对较远，这次“雪龙2”
号可以帮上大忙。 进入南大
洋浮冰区以来，“双龙” 互帮
互助，“兄弟”情深。

新华社 图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22
日对外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19年版）》。2019年版负面清
单放开“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社
会福利机构设置许可” 等措施，
共列入事项131项，相比2018年
版负面清单减少事项20项，缩减
比例为13%。

2019年版负面清单中，禁止
准入类事项共5项，新增了“不符
合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的各类
开发活动”事项。许可准入类事
项共126项。

2019年版负面清单放开了
一批有含金量的措施。 例如，将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批”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设立审
批”“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社会
福利机构设置许可” 等措施放
开，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打破
准入门槛。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版负面清
单坚持全面覆盖，及时纳入新设
立的准入措施。例如，将“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等依法
新设的准入措施纳入， 并根据
2018年版负面清单执行情况，将
“生鲜乳运输、 生鲜乳收购站许
可”等少量符合清单定位的准入
措施列入， 提升清单的完备性。

■据新华社

养老机构等放宽市场准入
2019年版负面清单再缩减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