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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本报刊发《文旅重
启，“老家河南”等你来》一文，这表
明全省旅游行业在疫情之后，正式
重新启动。

9月 10日下午，本人乘兴长途
跋涉，来到内乡县衙游览观光。但
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让人很扫
兴。第一件事是，刚到大门口我向
一名志愿者询问“售票处在哪里？”
连问了三声，这名志愿者连头都没
抬，只顾玩手机。第二件事是，想
找杯热水喝，进门西侧茶水间有一
台供水器，然而没电没水。第三件

事是，往里没走几步看到一块简易
的“中国四大古代官衙国际旅游专
线”牌子，这个牌子较简陋，还裂
开了“大嘴”，很不雅观。第四件
事是，我进门的时候就看见门内
东侧的一个垃圾箱上有游客丢弃
了一个矿泉水瓶，等我全部参观
完县衙出门的时候，发现这只瓶
子依然站立在垃圾箱上，没有工
作人员及时清理，还有卫生间较
脏等。河南文旅重启，服务一定
要跟得上，让各地游客感受到“老
家”的温暖。7 黄强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王向前

近日，有机构发布“2021 年夏季
应届生求职期望薪酬排行榜”，其中
郑州应届生期望的 14115 元月薪，引
发社会热议。郑州的真实工资情况
如何？

应届生月薪一万多？期望高

工资不单关系着个人的物质生活，
也直接牵连着精神上的焦虑程度。

近 日 ，有 职 场 招 聘 机 构 发 布 了
“2021 年夏季应届生求职期望薪酬排
行榜”，其中郑州应届生期望的 14115
元月薪，排名所有城市的第17位。

榜单公布后，关于郑州的这份期望
薪资冲上热搜。

有网友认为，在郑州期望拿到这个
数目的月薪属于期望太高，“无知者无
畏，没有正确认识自己”，也有网友建议
目前应届生就业不容易，“要先找到工
作，脚踏实地去工作”。

更有应届毕业生说出现实状况：在
郑州面试了好几家公司，基本工资都是
3000-4000元，生活压力太大了。

郑州工资怎么样？看数据

薪资高低，脱离不了地区的整体状
况。

郑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
郑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
工资87001元，郑州市城镇私营单位从
业人员平均工资 56062元。除以 12个
月，上述两者的月平均工资分别为
7250元和4671.8元。

这个工资水平，还可以放在全省来
考量。

6 月 11 日 ，河 南 省 统 计 局 公 布
2020年河南的工资情况：2020年全省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70239元，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46733元。

哪些行业工资高？藏讲究

其实，不同行业不同技能影响下的
工资，千差万别。

例如，十多年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
可以说是志得意满，踩着风口获得超高
速发展。这些风口上行业的工资，比其

他行业就相对高了不少。
具体到河南，2020年全省城镇私营

单位，年平均工资最高的 3个行业分别
为金融业68899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 52670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50772元，分别为全省平均
工资水平的1.47倍、1.13倍和1.09倍。

“工资发放多少不是随意的。以企
业为例，郑州近些年每年都会抽取一定
数量的企业进行薪酬方面的数据统计分
析，发布统计结果，帮助企业和员工确定
自身薪酬在社会中以及行业里的位置。”
郑州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处长卢勇说。

初期工资怎么看？放眼量

将第一份工作的焦点放在工资上，
是人之常情，但不要纠结。

专注于人力资源研究的王彦迥说，第
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学东西，因为学校教
给人的东西毕竟有限，社会才是大课堂，

“通过学习找准更精准的职业方向提升更
专业的能力，从而开启美好职业前景。”

卢勇建议，应届毕业生若想拿到丰
厚薪资，最核心因素是个人职业素养。
他说，个人职业技能水平的高低，决定

着个人在职场的长久薪资水平，只有有
能力者才具有强大的薪资议价能力。

郑州值得留下吗？答案值

了解完郑州的工资水平，郑州还值
得安身立命奋斗吗？回答就一个字：值！

“郑州在发展，对人才的友好政策
只会越来越多，想有一番作为的有才应
届毕业生在这里一定有干头，不用焦
虑。”郑州市人社局调研宣传处一王姓
负责人说。

他的自信，来自郑州不断推出的人
才激励政策。

比如今年 4月，郑州推出人才政策
3.0版，主要内容是围绕人才补贴、人才
认定奖励、人才发展激励、人才创新创
业、人才生活服务、平台奖补六大主题，
依托城市大脑和政务服务改革，梳理上
线了 20个人才工作“一件事”，涵盖教
育、医疗、交通出行等领域。

他介绍，这里面不少标准都是对标
杭州，郑州要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互
联，为各类人才提供便捷高效、舒心顺
心的“全链条”服务，吸引更多大学生来
就业。7

应届生期望高月薪引热议
民生关注

百姓故事

文旅重启，服务要跟上

□梁星毯

日前，在某县工作的一位朋友来

访。闲聊中，他谈到，当地相关部门

近期经常到各医疗机构、社区、农村、

入县重要卡口等重点单位、重点部

位，突击暗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主要察看工作人员是否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进行值守、卡口把关是否严

格、工作态度如何，等等。听后，我

说，暗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现问

题，改进工作，有何不可呢？

朋友摇了摇头，接着说，每次有关

部门暗访前，他所在的单位总能打探到

相关暗访的消息，并且在单位工作群中

能收到小心暗访的通知信息，要求大家

如何应对云云。听到这儿，我才明白过

来，原来朋友所说的暗访打了折扣，暗

访变成明访了，如孩童兴之所至之游

戏，没有严肃性可言。当然，因为单位

有了充分准备，每次暗访的结果自然也

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落得个皆大欢喜。

窃以为，这种形式的暗访不访也

罢，徒费人力，徒耗时间。不过细想

起来，我们不得不打几个问号，为什

么暗访的消息屡屡泄露？又是何人

泄露的？通过何种途径泄露的？保

密工作是如何做的呢？这样暗访到

的“ 歌 舞 升 平 ”景 象 又 起 什 么 作 用

呢？我们所在或周围的单位和部门

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呢？

其实，我们共产党人最讲究实事

求是。对于疫情防控、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工作，

各地各部门通过暗访，可以发现存在

的突出问题，可以找到阻碍工作发展

的瓶颈，可以科学研判对症下药解决

相关问题，为当地经济社会健康有序

发展廓清道路，奠定良好基础。

毋庸讳言，暗访作为促进工作的

一种有效方法，还会继续被有关部门

运用，还会长期存在于我们的工作和

生活之中，只是祈愿以后要做好保密

等工作，莫让暗访变明访了。5

莫让暗访变明访电信运营商 该如何让群众满意

□本报记者 孙静

从外观来看，这只是一台普通的
快递车，可打开车门，龙猫、天空之
城、千与千寻等画面扑面而来，仿佛
置身梦幻的动画世界。9月 8日，郑
州快递小哥万德庆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考上西安美院的女儿万冰
可，在去大学报到前，和弟弟一起悄
悄改造了他的快递车，姐弟俩在快递
车厢内画满了他最喜欢的宫崎骏作
品。万冰可说，希望自己离家求学
后，这些画能代替自己陪伴父亲。

万冰可的父亲万德庆，是京东物
流郑州管城集配站的一名重货快递
员，平常主要配送饮用水、轮胎等较
重的货物。暑假期间，万冰可和弟弟
主动轮流到站点来帮父亲打打下手、
一起搬货。“我爸的工作真的挺辛苦
的，他送的都是重货，碰到用户家里
没电梯的时候，就得自己扛上楼。夏

天的时候，衣服基本没有干过。”万冰
可说，有一次，她坐在爸爸的送货车
上，突然想到，可以运用自己的特长，
改造一下爸爸的送货车，“在车上画
一些爸爸喜欢的画，这样，等我去外
地上大学后，这些画也可以代替我陪
着我爸。”

想到这个点子后，万冰可找来弟
弟一起商量，最后决定在车里画父亲
最喜欢的宫崎骏的作品。他们商量
后，分工合作：万冰可负责前期的小
稿设计，并画出轮廓，弟弟帮忙按小
稿进行简单的上色。姐弟俩忙了好
几个晚上，才完成这次改造。

“我从小喜欢画画，爸爸为了和
我们有共同语言，经常陪我一起看动
漫，偶尔也一起看展，我们会一起讨
论喜欢哪个作者的作品，还会为各自
喜欢的作者辩论。非常感谢父亲的
陪伴，希望他在工作时看到这些画，
能更轻松快乐。”万冰可说。5

快递车里的“孝心画”

来函照登

议论风生

我为群众办实事·民情之窗

我叫王一川，民权县伯党乡李洪庄人。今投诉中国移动焦
作分公司强制消费，隐瞒实情，代我签名，导致我蒙受经济损失
一事。

2015年5月28日，我经朋友手在焦作办理一张手机号末三位
为666中国移动卡，交了1000元的预存话费。之后，我就正常使
用。后来，预存话费用完后，发现每月最低消费为128元。到移动
大厅询问，说是合约套餐，不能更改。之后，也没再询问此事。

随着国家对通信资费的调整，消费者获得了更多实惠。我
的手机通话量也出现大幅度结余。于是，大约是 2019年 9月，
我和妻子一起来到位于郑州市花园路与农业路交叉口西南角的
中国移动大厅，交上身份证，请求更改套餐，却被告知：这个套餐
不能更改。这期间，我的儿子也多次向 10086 反映，均无果。
2020年，我就联系给我办该卡的朋友，请他帮忙更改一下套餐，
他说：“真不好处理，你可以在郑州卖掉。”因为手机号我已用了
好几年，好多好友都存下了该号码，怎么能轻而易举丢掉呢？

为了保证朋友间的正常联系，我每月都要支付 138元以上
的话费，有时要支付170多元到200元不等的手机话费，实在让
我无法忍受。今年“五一”，我又拨通另一位在中国移动工作的
朋友的电话，他说上班后查询回复，第二天，朋友反馈说：“这个
套餐是省公司系统做死的，更改不了！”

记得这个套餐在办理时，我只提供了一个身份证复印件，自
始至终，都没有见过这个套餐的具体协议。即便是我认可了套
餐，难道更改套餐就这样难吗？5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整理）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本期刊发的这封群众来信，反映的是手
机用户莫名其妙地被“套路”套住了，而且被

“套”得还挺牢，想要拔出来，困难重重。
类似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
媒体曾报道，“长途漫游费”虽然早在

2017年就已经被取消了，然而，不久前又爆
出有人的手机一直被收取名为“亲情省”的
漫游套餐费。对于已经被取消的业务为何
一直收费，中国移动客服给出的解释却是

“用户不取消会一直默认收费”。
最近，又有媒体报道称，记者查阅黑猫

投诉平台发现，有多项涉及电信运营商的相
关投诉，多位用户表示，电信运营商以赠送
手机、智能音箱等吸引用户升级5G套餐，用
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贷款”。

在这些引发用户投诉的案例中，我们总
是隐隐约约地看到其背后存在着“套路”的
影子。

在笔者看来，凡是对客户用上“套路”的
地方，必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对方的
利益，因为不能光明正大地赚取“阳光下的
利润”，于是就玩起了上不了桌面的把戏
——“套路”。我们讲，对人要真诚，这是人
际交往的起码要求。对一个企业来说，也是
如此。如果没有互信，商业将无以为继，企
业也将无以立足，可谓是失了本心，忘了初

心，最终令人寒心。
其实不仅是移动公司。移动、联通、电

信这三大电信运营商，在通信资费套餐上都
存在较大问题。去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公布了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整改进展
情况，其中就指出中国移动存在“不知情定
制等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中国联通存在

“套餐数量多、看不懂、选择难”等问题；中国
电信存在“套餐复杂、用户难选择”“新老用
户不同权、虚假宣传不限流量”等问题。

据工信部最新数据，截至 7月末，三家
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19
亿。面对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电信企业的
社会责任显得尤其重要，规范自身经营行为
更是应当严之又严。

消费者在不知情或不完全知情的情况
下，被办理了高收费业务，此种乱象，也需要
监管部门及时介入调查，对侵犯用户权益的
行为，要立即予以叫停并进行相应惩治。同
时，要督促运营商尊重广大用户的合法权
益，加强管理，加大对营业员的培训力度。
尤其要防止营销人员为了业绩而引诱、误导
消费者的行为发生，运营商要完善相关流
程，切实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当然，用户在办理电信业务时，也要看
仔细有关服务条款，弄清楚收费标准，不能
对运营商、营业员的宣传盲听盲从，避免被
忽悠。5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接到王先生的投诉，记者就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采访。
9月 13日下午，记者拨打中国移动客服电话10086，接通人

工客服电话后，记者请求核实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工作人员表
示在输入该手机号后，仍无法查询到相关套餐信息，建议由手机
用户以该号码并用服务密码的方式查询。

之后，王先生按照上述方法，通过客服系统查询到，他的手
机资费合约期到2065年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机号当初竟
然办的是50年的合约期。

随后，中国移动客服工作人员向记者反馈称，王先生的这个
手机业务可能是按“吉祥号”办理的。

接着，记者向相关业务人员咨询，了解到，“吉祥号”就是现
在电信业务中的“靓号”。一般有预存话费、最低消费、合约期等
等要求，如果用户与电信企业签订了合同，那就按照合同执行，
很难更改。

但王先生说，他是直到此时才知道这个真相。而他在稀里糊
涂中已经交了6年多的高额手机费。而当初办理业务时，他本人
没在场，没有亲自签字，也不知情，与他的真实意图并不一致。

本报道发稿之际，王先生向记者反馈说，中国移动焦作分公
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了他，表示可以考虑为他的这个手机号更
改套餐。

对此，本报将追踪报道。5

直击现场

更改套餐咋这么难

记者调查

少点“套路”多些真诚
记者手记

原来是被“靓号”套住了

内乡县衙大门内的饮水器成了摆设。

内乡县衙大门内右侧张着“大嘴”的官衙旅游专线牌。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近 日 通 告 2021

年第二季度电信服务质量情况，现将

有关用户投诉等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电信用户投申诉情况
（一）电信服务申诉情况。

各级电信用户申诉受理机构受理电

信用户申诉26338件，环比下降8.5%，同

比下降29.8%。其中，用户服务类申诉占

比 56.0%，收费争议类申诉占比 26.9%，

网络质量类申诉占比17.1%。

（二）互联网信息服务投诉情况。

互联网信息服务投诉平台共收到

互联网用户投诉 31906 件，环比上升

51.6%。其中，个人信息保护类投诉

5818 件，占比 18.2%；服务功能类投诉

13083件，占比 41.0%；企业投诉机制类

投诉 7087 件，占比 22.2%；其他类投诉

5918 件，占比 18.6%。2021 年上半年

趣头条、唱吧等 10 家企业在互联网信

息服务投诉平台中投诉处理及时率较

低，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督促相关互联

网企业抓紧提升处理及时率。

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

理中心共接到不良手机应用有效投诉

43334件次，环比上升 2.88%，同比下降

2.48%。12321受理中心联合应用商店、

安全检测厂商对其中存在问题的 21款

不良手机应用进行了下架处理。

（三）垃圾信息投诉情况。

12321 受理中心受理用户关于骚

扰 电 话 的 投 诉 84826 件 ，环 比 上 升

36.7%，同比下降 49.0%。受理用户关

于垃圾短信的投诉 30609 件，环比上

升 5.3%，同比下降 10.0%。工业和信

息化部已督促相关电信企业对上述被

投诉号码进行了核查处置。

12321 受理中心受理用户恶意轰

炸 类 短 信 投 诉 20074 件 ，环 比 上 升

7.3%。因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水平不

足，被不法分子使用“短信轰炸平台”

恶意攻击量排名前 10 位的网站（APP）

为快手科技、高途课堂、百度、健康东

莞、拼多多、众安保险、新东方、日上免

税行、中国邮政、好未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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