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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企业名单：
江苏沃得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饲料（茂名）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公司
江苏江南上一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宝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镇江市和云工业废水处置有限公司
江苏秦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益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江苏精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长丰纸业有限公司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法拉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淘镜有限公司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云阳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呈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申阳集团
江苏天润光学镜片有限公司
江苏大亚印务有限公司
江苏佳琦超细纤维织品有限公司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琦瑞机械有限公司
万新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文光车辆附件有限公司
江苏海德莱特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堂皇集团有限公司

大力神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亿诺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康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奥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江苏明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肯帝亚木业有限公司
江苏康美达光学有限公司
吉凯恩（丹阳）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宇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镜暴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市云阳镇闻通教育咨询服务部
丹阳中核苏阀蝶阀有限公
江苏康耐特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丹阳市小蕃茄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江苏卡威汽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路通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加力加元食品有限公司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通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天禄眼镜电商有限公司
江苏山宝集团有限公司
丹阳市云阳镇瑞康食品经营部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省德懿翔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宏马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市桦宏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新天鸿光学有限公司
江苏埃菲尔钢结构有限公司

欢迎参加丹阳市2017年就业援助专场招聘会
时间：2017年8月26日上午8:30-11:30 地点：开发区人力资源市场（凤凰路85号）

买房还是租房？
——“90后”置业观调查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
7 月份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同比增速大幅下滑至 0.26％，几
近零增长。与此同时，随着人口
的持续导入，大中城市的租房市
场需求开始激增，部分城市住房
供应正从“重售轻租”转向构建

“租售并举”态势。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随着租赁市场快速发展，“90
后”人群置业观正发生变化，多
数“90后”对租房表现出了很高
的接受度，“只租不买”的观念正
逐步流行。

“90后”成租房主力军
长租公寓为首选

记者近期在几个一线城市
调查发现，“90 后”人群正逐渐
成为租房主力军。有不少“90
后”表示：“如果有房子能让我稳
定地租一辈子，又何必买房呢？”

“爱独立也爱联合”的他们
在租住需求上呈现出独特性，除
了要满足居住外，还特别看重配
套服务水平和社交功能。“不愿
孤独”的他们，相对于租住传统
民宅，更偏爱集中式长租公寓。
记者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济南等热点城市采访发现，长租
公寓成为不少“90 后”首选，不
少品牌公寓的入住率达到 90％
以上。

长租公寓除了独立私享的

卧室、卫浴等，基本都配备了
社区共享的书房、会客厅、厨
房、健身房、影音厅、娱乐室
等功能区域。多数长租公寓还
建立了管家负责制，即每家门
店都配有一位管家进行租前或
租后服务。

“住在长租公寓里，不仅
可以享有专职门店管家、专业
保洁、专业家居维护、代收快
递等服务，还有定期为我们准
备的各种休闲娱乐文化活动，
例如生日会、迎新会、电影沙
龙等，让每位租客在享有独立
私密居住空间的同时，还能和
近邻一起感受集体生活的愉
悦。”柚米国际社区设置的 24
小时管家服务，颇受上海投资
人张君朝的认可，“这是传统租
赁民宅做不到的。”

魔方生活服务集团副总裁
陈驰认为，租赁客群“90 后”
化是目前住房租赁市场上发生
的最大变化。“原来是‘70 后
’‘80 后’，现在‘85 后’‘90
后’租客大量涌现，年轻人对
租赁产品的要求也在发生变
化，如篮球场、健身房等休闲
空间成了标配，有的‘90 后’
租客甚至对房间的装修和配套
有个性化的要求。公寓的服务
也必须让租客们感到贴心和便
捷，如设置 24小时都可以找到
的管家，解决如维修、收发快
递、网络订餐、安装网线，甚
至清理浴室等各种生活问题。”

在上海工作的陈凤表示，未
来不一定非要买房，租房也是可
以考虑的选择。“其实大家最担
心的就是租房被不靠谱的房东
坑，如果能有长期稳定的租房政
策保障，租房是一个很经济的选
择。国家正加快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并将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保
障租房者利益，未来选择只租不
买的人会越来越多。”

“90 后”为何选择租
房？

记者调查发现，房价过高、
更在意生活品质、工作流动性大
等因素是“90后”置业观发生改
变的主要原因。

“房价不是高，是相当高
啊！”26 岁的黄凯现居北京，他
对记者感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经
历严格调控，但7月份全国70个
大中城市新房价格仍然上涨。
其中，京沪房价同比涨幅近
10％。

出生于 1992年的张奕在北
京一家国企工作，找到合适的婚
房成了他最犯愁的事儿。张奕
说，近期看了 20多套房子，即便
是在所谓的“价格洼地”，一套
60平方米的二手房各种费用算
下来，最便宜的也要 400 万元，
而且首付比例还很高。

黄凯坦言，自己有买房的想
法，但暂时没这个能力。“贷款肯

定会影响生活品质，我和女朋友
都不愿当‘房奴’。”

黄凯说，“我和女朋友都能
接受租房。如果未来租房者的
医疗、教育等权益能够保障，租
房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选择。”

此外，工作流动性大，也让
不少“90 后”更乐于选择租房。
在上海打拼的广东人黄豪说，现
在年轻人很难长时间在同一个
公司工作，工作地点也很难固
定，如果城市配套公共服务跟得
上，真正实现‘购租同权’的话，
租房是更灵活的选择。”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大城市
能够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发
展平台，是不少年轻人的理想选
择。“为了职业的发展，目前还是
会留在北京，选择租房。”黄凯
说。

完善政策保障租房者
权益 促进置业观念转变

记者调查也发现，不少
“60 后”父母们，依然保持
“认买不认租”的固有思维。

“我自己租房就可以，但
父母不这么想。其实很多‘90
后’都不想买房，因为那将背
负太多的生活重担。但父母的
观念并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希
望自己出首付、孩子还房贷来
购置房产。”毕业后在深圳工作
的“95 后”王晨熠说，“目前
对长租公寓还没有达成社会共

识，接受度还不高，因此很难
说通父母。”

“如果一个人长期租房，总
会被认为‘混得不好’，因为不
动产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所
以，我们就算用上几代人的积
蓄也得给孩子凑够首付。”青岛
一位“60后”母亲告诉记者。

专家表示，随着租赁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和合法权益逐步得
到保障，稳定租期和租金等方面
的制度逐步建立，租房居民在基
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
有同等待遇，人们的置业观念将
逐步从买房向租房改变。

目前，除深圳和肇庆外，
中央确定的 12个租赁试点城市
均公布了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的
实施细则或政策框架。从各地
方案看，机构化、专业化、规
模化成为各试点城市培育租赁
市场的重要方向，为租房群体

“赋权”更成为多数城市未来政
策的发力点。

不少专家提出，针对未来
房地产市场将更多从增量市场
转变为存量市场这一趋势，要
想让存量市场发挥价值，就要
充分发挥租赁的力量。江西省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
认为，未来房地产租赁市场和
销售市场将因“租买选择”机
制而相互制衡，“住房租赁市场
的存在与发展，将对我国房地产
市场的自我调节起到促进作
用。”

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
8 月 23 日，是清华大学新生入
学报到的日子，近 380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 2017级新生来到清
华大学报到，在这里开启一段
人生新旅程。数千名清华新生
中，有一位新生牵动着人们的
关注——来自甘肃省定西市的
清华新生魏祥。

2017 年 6 月，网络上《一
位甘肃高分考生的请求》一文
引起舆论热议。发出请求的甘
肃考生魏祥，在高考中取得了
648分的好成绩，但他因先天性
脊柱裂、椎管内囊肿疾病，需
要长期依靠轮椅生活。在信

中，他表示希望能够带着妈妈
一起来清华大学读书。

最终，魏祥通过“自强计
划”顺利被清华大学数理类专
业录取。在新生报到现场，魏
祥和母亲夏瑞云在辅导员和志
愿者的陪同下完成了注册。坐
在轮椅上的魏祥精神抖擞，笑
容满面，参观校园的过程中难
掩脸上的欣喜。

魏祥能够梦圆清华，来自
清华大学招生制度和资助政策
的坚实保障。2011年，清华大
学通过组织“自强计划”、国家
专项计划以及合理调整分省招
生计划等多项措施，逐年向高

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数量相对
较多、升学压力较大的中西部
地区和农村地区倾斜。

记者采访了解到，和魏祥
一样，通过“自强计划”和国
家专项计划走出贫困、获得教
育机会的还有被清华大学机
械、航空与动力类专业录取的
河北吴桥中学庞众望、云南省
西双版纳州第一中学的哈尼族
男孩周睿杨……2017 年，清华
大学共通过“自强计划”和国
家专项计划录取考生 352 名，
占总招生规模的 10.5％，创下
了“自强计划”和国家专项计
划实施以来的新高。

对于这些经济困难的学生
来说，上学解决了，生活怎么
办？清华大学学生部副部长贾
曦告诉记者，早在 1998年，清
华大学就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
了新生入学“绿色通道”，至今
已经是第20个年头。

“对被录取入学且家庭经
济困难的新生，学校一律先办
理入学手续，再根据核实后的
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
资助。20 年间制度不断完善，
不但将支持范围从学费、住宿
费扩大到生活费、来校路费，
还将覆盖人群从新生扩大到高
年级学生。”贾曦说，“20年来

共有 5294 名学生借款 3326.72
万元。我们绝不让一名学生因
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去学习机
会。”清华大学物业管理中心主
任向春介绍，魏祥和其母亲夏
瑞云于 8 月 22 日抵达北京，已
经入住了学生宿舍。

在留学生公寓一层，记者
看到，学校将宿舍的一部分改
造成了可供夏瑞云母子居住的
套间。套间虽然只有约 20平方
米，却包含两间卧室、一间卫
生间、一间厨房，屋内设施也
经过无障碍改造，房间干净而
温馨。

他，为什么能“带着妈妈上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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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岁荣获百花奖最佳女演
员，在事业巅峰的时候，却选择
了远赴美国，过起从零开始的生
活。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电
影因裸露镜头在国内掀起轩然
大波，随后主演的《末代皇帝》大
获成功，让她真正走入了欧美市
场。她，就是陈冲。

上个月，两部在国内上映的
电影中都出现了陈冲的身影，而
在即将于年底开播的电视剧《如
懿传》中，她也客串了一个角色，

“这两年回来拍戏比较多也是多
方面原因吧。现在国内影视行
业发展比较快，让我很兴奋，很
想回来参与一下，还有就是父母
年龄大了，我可以经常回来看看
他们，孩子们也需要回国感受一
下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
很多戏也接不了，比如《如懿
传》，开始是想让我演一个贯穿
全剧的重要角色，我看时间太长
了，所以现在变成了客串。”

《小花》成名
18岁拿百花奖 最怕出门
坐公交

197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正
在为电影《井冈山》挑选演员。
当时陈冲的邻居把她的一寸照
片给了负责挑选演员的导演武
珍年，武珍年至今都记得，照片
上的陈冲胖嘟嘟的。见面后，武
珍年让陈冲表演一段朗诵，她也
不怯场，说“我给老师朗诵《为人
民服务》”。操着一口流利英文
的陈冲朗诵了一篇纯英文版的
《为人民服务》，直接把武珍年给
镇住了。

“我小时候是跟外公外婆一
起长大的，外婆曾在英国生活
过，爷爷奶奶则在美国生活过，
所以家里会有语言的熏陶。外
婆还有一套英语唱片，有时会在
家边放边学。1972 年尼克松访
问中国后，电台开始有教英文的
节目，我会跟我母亲一块学。”

就这样，陈冲开始了她的影
视之路。

上个世纪 80年代，电影《小
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饰演女
主角小花的陈冲，年仅18岁就荣

获了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而伴随
着荣誉与名气，陈冲原本平静美
好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那个时候还要坐公共汽车，特
别痛苦，每次一上车我就会对着
车窗，两个胳膊夹着头扶着把手，
这样别人不太容易看清脸，因为
怕被认出来所以我也很怕出门。”

当年大家在说起唐国强时
都会加上“奶油小生”的称号，而
最初这个外号还是陈冲起的。
拍《小花》时恰逢唐国强过生日，
陈冲问唐国强想要什么礼物，唐
国强说要奶油蛋糕，于是陈冲就
给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奶油
蛋糕，加上唐国强皮肤特别好，

“‘奶油小生’就是从吃完那个蛋
糕之后叫开的。”而这个称呼，也
让唐国强郁闷了很久。

一次偶遇
她成了电影《大班》中的女
主角

1981年，就在大家都以为陈
冲要在影坛大有作为之时，她却

选择了出国。
在纽约呆了一段时间后，陈

冲转学到了加州，“有个同学，比
我大一两岁，熟了后我才知道她
其实是一名特技演员，专门骑
马、开车，做替身。我告诉她，其
实我在中国也是演员，还拿过最
佳演员奖。她很吃惊，纳闷我为
什么还要到餐馆去打工，让我去
试试做演员。”于是，在临近大三
时，陈冲尝试着开始拍戏。

一次偶遇，成就了陈冲在好
莱坞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
《大班》中饰演女主角。“地点是
在车库，一个男人走过来问我想
不想演电影，我心想这个糟老头
子肯定没安好心，然后他说了他
的名字，我才记起来他是个很有
名的意大利制片人。”

遭遇非议
拍《末代皇帝》过于紧张 让
导演很伤心

《大班》中，陈冲饰演的角色
有一些裸露镜头，这让当时还未

经过太多外来文化冲击的国内
观众一时接受不了“小花”的巨
大改变，各种非议也给陈冲和她
在上海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压
力。

“其实，这么多年之后再回
头想，也是人们对‘小花’的一种
喜爱，所以才会觉得是‘背叛’。
但那时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就觉
得我回不了国了。”陈冲的家人
身在上海，面对这些舆论更是接
受不了。“我姥姥每天给《民主与
法治》杂志写信，让他们给我平
反，给我解决问题。”

所以后来拍摄《末代皇帝》
的时候，陈冲就很小心，“拍《末
代皇帝》时正是在这件事情出来
后不久，电影里有场戏侍从帮我
脱衣服，不小心衣服拉多了，镜
头拍完了，我就很害怕，我让导
演写保证这个镜头不会用，如果
不行我拍一半就不拍了。然后
导演因为这件事特别伤心，就觉
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女演员，其实
他特别爱我、邬君梅跟尊龙。”

家庭生活
30岁时遇到对的人

在此同时，陈冲的第一段婚
姻也走到了尽头，她用三年时间
才从挫败感中走出来。三年之
后，陈冲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
夫。他是陈冲好友介绍的，一名
医生，曾救治过陈冲好友的老
板。

能够接受相亲，此时的陈冲
对新恋情有着迫切的期望，“那
时还没到 30 岁，确实很着急，
29 岁过年许了一个新年愿望，
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好人，
嫁出去。同一年的6月就遇到了
他。”

陈冲如今有两个可爱的女
儿，1998 年 37 岁的她生下大女
儿婷婷，四年后，又怀上二女儿
文文。而自从有了孩子，陈冲最
大的改变就是——怕死，“现在
坐飞机一抖我就特紧张，害怕再
也见不到她们了，之前每次出门
前，我都会给女儿写好长的一封
信，我觉得万一我没有了，女儿
还能知道她小时候的事情。”

（综合）

陈冲：当年演《小花》得奖，出门都得挡脸

《《小花小花》》剧照剧照

有网友爆料，22日上午，歌
手满文军与妻子现身北京朝阳
民政局疑似办理离婚手续。该
网友表示，和工作人员核实后得
知，两人当天办理离婚手续。网
友表示二人当天态度平静，没有
争吵。

据悉，1991年，满文军和同
班同学高晓莹闪婚，并育有一女

高晶。1994 年，满文军与高晓
莹协议离婚，孩子归女方抚养。
随后与李俐于 1998 年结婚，女
方家境殷实，被曝是个富二代，
两人育有一子。2009年 5月 19
日凌晨，满文军夫妇在北京市朝
阳区工体西门夜店 cocobanana
因涉嫌聚众吸食毒品被抓。

（新娱）

满文军被曝与二婚妻子离婚
两人曾因吸毒被抓

中国女排总教练郎平今
年上半年分别于 1月和 6月在
美国进行了两次髋关节置换
手术，她希望把多年的旧患治
好，再带领中国女排征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22日，郎平在
丈夫王育成的陪伴下回到北
京。按照计划，她将赴天津观
看全运会女排比赛，之后很可

能跟随中国女排出征 9月 5日
~10 日在日本举行的大冠军
杯。

此外，郎平还撰文回忆奥
运夺冠一周年：奥运夺冠一周
年了，每个人都应该客观看待
这个奥运冠军。走下领奖台，
一切从零开始，大家又站在同
一起跑线上。（新体）

郎平康复回京
将赴全运会现场考察球员

2017 年羽毛球世锦赛第
二个比赛日中，男单二号种子、
34 岁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首
轮爆冷出局，他以 19：21、24：
22 和 17：21 不敌世界排名 31
的法国选手莱维德斯。在赛后
被问到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参加
世锦赛时，李宗伟苦笑着暗示
自己的运动生涯“有可能结束
了”。

李宗伟参加过 10 次世锦
赛，最好的成绩是亚军。他始
终无法逾越“一生的对手”林
丹，有林丹在，他就只能是亚
军。即使林丹不参赛，他也输
给中国队的另外一名主力谌
龙。去年在里约奥运会上收获
了第三枚银牌之后，李宗伟给
自己设定了退役倒计时，他希
望坚持到今年世锦赛，因为这
是他冲击世界冠军的最后机
会。为了备战世锦赛，李宗伟
请回了已退休的恩师米斯本，
而他的母亲也随队来到格拉斯
哥负责比赛期间的伙食。赛
后，李宗伟黯然离场。他坦言，
确实很遗憾，但也没有办法，肯
定要去面对。有记者试图安慰
他，李宗伟却苦笑着回应：“（自
己的运动生涯）有可能结束
了。” （新体）

羽毛球世锦赛：

李宗伟爆冷
“一轮游”

北京时间 22 日，WTA 顶
级巡回赛纽黑文赛展开正赛首
轮的较量，比赛前一天晚上才
抵达赛地的张帅并未受到时
差、体能等客观因素的干扰，以
6：2、6：1 横扫了 3 号种子科维
托娃，晋级第2轮。

目前张帅世界排名 29位，
2013年止步资格赛以后，她就
没有在纽黑文打球了。（新体）

WTA纽黑文赛：

张帅晋级第二轮

博尔特转型
开快餐店

博尔特在伦敦世锦赛上告
别了统治长达 10 年之久的百
米赛道。退役后的博尔特已成
功完成首次转型——牙买加

“闪电”宣布，5 年内将在英国
开 15 家牙买加特色的快餐连
锁店，提供如烤肉、炸鸡和海鲜
汤等食物，还有博尔特自创的

“尤塞恩（博尔特的姓氏）汉
堡”。 （新体）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