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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6月16日讯 16日晚，北
京市举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121场新闻发布会。会
上宣布：即时起，北京市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三级调
至二级，并相应调整防控策略。

相应措施包括：严格农贸市
场、菜市场、餐饮店、单位食堂等
场所的防控措施，全面规范开展
环境消杀，并加强监测，对地下阴
冷潮湿的经营场所全部关闭。上
述经营场所从业人员必须佩戴口
罩和手套。

恢复各年级线上教学，高校
学生停止返校。

非必要不出京，确需离京的
要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市内停止开放篮球、排球、足
球等团体性及对抗性运动项目，
关闭文化娱乐场所以及地下空间
健身场所等。

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
条件下，可以举办100人以内规模
的会议或召开视频会议。

恢复社区封闭式管理，测温、
查证、验码、登记等四项措施后才

能进入，中高风险街道乡镇所辖
小区外来人员及车辆禁止进入，
高风险街道乡镇辖区小区全封
闭，人员只进不出。

调整公共交通限流比例，控
制满载率，落实消毒通风、体检检
测佩戴口罩，留观区设置发热乘客
移交和信息登记等防控工作。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室
内公共场所及公园景区限流30%。

室内外体育健身场所实行预
约限流措施，停止开放篮球、排
球、足球等团体性及对抗性的运

动项目，关闭文化娱乐场所及地
下空间体育健身场所、游泳馆等。

在十类人员核酸检测应检尽
检的基础上，对过去14天内到过新
发地、玉泉东、天陶红莲市场等重
点区域人员及密接者落实检测全
覆盖，并根据需要扩大检测范围。

对养老、福利、精神卫生等特
殊机构场所，执行严格封闭式管
理，重点防控输入性疫情和内部
疾病传播。

停止开放境内跨省区团队旅
游业务。非必要不聚餐、聚会、聚

集，严防人员扎堆。开展活动时，尽
量保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人员
密集场所要加强通风，严格按规范
加大清洁消毒的频次和范围。

二级响应级别下，不需停产
停工，但要下调办公楼宇到岗率，
鼓励远程、居家等弹性办公，鼓励
错峰上下班。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分析评估
国内外及本市疫情，根据疫情变
化动态调整防控措施。

据《北京日报》

北京应急响应由三级上调至二级
非必要不出京，确需离京的要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丁玉青

“散伙饭”花费不大

卖废品反倒赚了一笔

6月15日，记者带着疑问随机
采访了不同院校的10位应届毕业
生。出人意料的是，10个学生里有
一半以上告诉记者，毕业季开销
没想象中那么大，甚至还有种“有
钱没地儿花”的感觉。

与此相对应的是，往年学校
周边饭店往往一座难求，今年却
少有毕业生前往聚餐。更让人意
外的是，不少餐馆竟然转型做起
了“外卖”，一位负责人介绍，“店
里卖的都给送，免费配送！”

齐鲁工业大学研三学生小童
告诉记者，因为学校管控比较严，
毕业季顶多订个外卖，除此之外
几乎没什么消费。“5月回来至今，
大概一个月了，支出在1000元左
右。”小童说，正常而言，他每月的
消费就在千元左右，“这个毕业季
远比预估的花得少。”

“学校管控挺严，不能出去。”
小童说，现在没有特别重的课业
任务了，彼此有了更多时间来聊
天、打游戏，觉得还挺有意思。“真
正意义上的开支，其实是和专业
同学的一次小聚。我们前一天订
外卖在操场聚餐，第二天拍毕业
照，平均到每个人花费76元。”

小童说，他想象中的毕业季
应该是出去聚餐，大家还要计划
一些团体性活动，包括拍毕业照，
但是今年情况特殊，“如今所有活
动平均下来，花费100元都不到。”
即便如此，小童依然感觉这次毕
业季更有意义。

小雅是济南本地人，作为应
届毕业生，她在6月初返回了母校
山东财经大学。“学校管控严格，
只能和同学在校内小聚，几乎没
啥花费。”小雅说，回去不仅没花
钱，前几天返校收拾行李，卖废品
还赚了一笔。

大四学生小萌毕业于山东师
范大学新闻专业，5月26日，她返校
见到了久违的同学。“返校后大都
在收拾行李，宿舍六个人只回去了
三个，也没机会一起聚个餐。”小萌
说，她毕业季唯一一笔支出，大概

是在来回的路费上了，“我家在烟
台，来回坐高铁花了300元左右，其
他也没有什么消费了。”

重头支出有三项
租房、网购、培训

6月15日午休时间，记者联系
到了在济南高新区一家外企就职
的山东财经大学计算机学院应届
毕业生小茹。“现在已经和企业签
了合同，等领到毕业证书，就能正
式开工了。”

回忆起6月初那次返校，小茹
用“仓促”二字来形容。“返校当天
就出来了，也是没有办法。周末收
拾东西，周一上班。”谈及这个特
殊毕业季，小茹描述道，她租来学
士服，和部分返校同学简单拍了
张毕业照，算是了了自己的一个
心愿。“更多同学从家里赶来，收
拾完行李后，当天就返回了。”

小茹老家在枣庄，毕业后想
留在济南。她告诉记者，自己毕业
季的支出主要集中在租房上。“前
段时间在单位附近找了个房子，
因为住半年有优惠，我就一次性
付了8100多元租金，这笔钱算是
跟家里借的。”

大四毕业生小雨就读于吉林
大学，她坦言自己支出并不少，“5
月至今每月花费2000元，基本都
用到淘宝买衣服上了。”

与小雨不同，山东农业大学
的应届毕业生小坤考取了本校研
究生，现在一家环保公司打工，平
时吃住在公司，饮食上的开销并不
算大。即便如此，他还是计划在6·
18当天，花费5000元左右购置台笔
记本电脑。“舍友基本都在家里，挣
点钱也都网购买硬件了。”

山东交通学院大四学生小志
早在6月10日就返回了校园，12日
离开母校。“学校不让出校门，我
们按照就近原则，宿舍三人从超
市买来熟食聚的餐，平均一人消
费40元左右。论文也都是学校帮
着打印，基本没咋花钱。”

小志感叹道，这个毕业季，他
有种“有钱没地儿花”的感觉。“唯
一用钱多的地方，是花费两万多
元报了个考公辅导班，家里给出
的钱。”小志还说，为了上下课方
便，他还在烟台莱山区租了间房，
每月房租1000元。

没了散伙饭 这个毕业季还烧钱吗
不少学生的重头支出变成租房网购培训

齐鲁工业大学研三学生小童：

返校一月正常支出1000元左右

山东财经大学小雅：

几乎没花钱

山东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小萌：

返校路费300元

山东财经大学应届毕业生小茹：

房租8100元

吉林大学大四毕业生小雨：

网购衣服，5月至今每月2000元

山东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小坤：

购置笔记本电脑5000元

山东交通学院大四学生小志：

简单聚餐40元，考公辅导2万多元
房租1000元

记者梳理发现，随机采访的10位应届毕业生，有一半
以上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毕业季没有了外出聚餐，开销
远没有想象中的大，感觉有钱没处花。

为了做进一步验证，记者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随机
电话采访了四家饭店，均被告知“聚餐房间好预订，随时
打电话即可”。记者注意到，除一家饭店暂未拓展“外卖”
业务之外，其余三家均可“送餐到校”。

记者以应届生身份，联系上了一家“家常菜”的饭店
前台。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往年店里都要提前一周以上
预约订餐，但今年到店聚餐的学生明显减少，“现在学校
管控比较严，学生大都出不了校门，因此我们也拓展了外
卖服务。凡是店里的菜品，都可以免费给学生送到校门
口，需要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一家专做鲁菜的饭店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今年到店
就餐的人数不多，店里房间非常充足，提前两天预订即可。

“不方便到店里聚餐，我们还可提供免费的配送服务。”

少有学生来聚餐

饭店转型做起外卖

葛相关链接

毕业季
他们花了多少钱

潍坊在省内率先
尝试2 . 5天休假

本报潍坊6月16日讯（记者 王
琳） 为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
费回补、潜力释放和扩容提质，近日潍
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潍坊市进一
步促进消费回补政策措施》的通知。

根据通知，鼓励各类企业在满足
生产经营需要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工
作时间，灵活试行每周增加0 . 5天休
息。支持有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依法
优化调整作息安排，适时试行每周
2 . 5天休息制度。

加大惠民消费券发放力度。在第
一期惠民消费券发放基础上，市级财
政安排1500万元资金，于今年5月29日
至6月26日发放第二期惠民消费券。各
县市原则上分别安排500万元以上资
金，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

开展文旅消费季活动。坚持政府
引导、文旅融合、市场运作、普惠大众
的原则，开展第四届潍坊文化和旅游
惠民消费季，推动旅游、文创、文艺等
六大板块文旅消费。今年5月下旬至6
月底，举办“周末免费游潍坊”活动，通
过景区门票打折、消费券补贴的方式，
实行免门票游景区。其间，每周发放定
向消费券75万元，共发放450万元。

此外，还扶持餐饮企业恢复发展，
助力大型商超走出困境。

我省已有近六成
电动车挂牌

本报济南6月16日讯（记者 张泰
来） 8月底，山东省的电动车集中挂牌
工作就要结束。截至6月10日，山东省已
经累计办理电动车挂牌业务2056万辆，
接近总量的六成。

山东省电动车挂牌始于去年8月
底，当时，全省各市各选择了一个区

（县）试点开展二轮电动车挂牌工作。经
过大约3个月的试点，从去年12月1日开
始，二轮电动车挂牌在全省范围铺开。

根据原计划，电动车集中挂牌截至
今年5月31日。不料，疫情突如其来，对
电动车挂牌带来巨大影响。以济南为
例，2月初，济南一度暂停电动车挂牌业
务。3月份，济南市尝试提供电动车挂牌
预约办理，重启电动车挂牌工作。即便
如此，电动车挂牌还是因疫情受到了很
大影响。截至5月中旬，济南市仍有半数
电动车没有挂牌。

基于此，全省电动车集中挂牌也
延长到了8月31日。从现在算起，距离
集中挂牌结束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山东省的电动车挂牌进展如何，到期
能够完成集中挂牌吗？山东省公安厅
交通管理局副局长、车管所所长邢玉建
表示，截至6月10日，累计挂牌超过2056
万辆。根据估计，山东省的电动自行车
保有量超过3600万。按照这个保有量，目
前，已经挂牌的电动车占到总数的
57 .2%，仍有四成多电动车尚未挂牌。

又是一年毕业季！与往年不同，今年鲜有媒体报道学生的毕业“账
单”。但记者注意到，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超过45%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
季花费超过6000元，26 . 71%的毕业生花费超过1万元，只有17 . 77%的毕
业生花费不到3000元。

具体到山东高校毕业生来说，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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