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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就业5年减少超1400万

一条条标准的生产线、众多壮实的“机器手臂”、
数百平方米的的车间只有寥寥几人……这是东莞劲胜
精密组件公司车间呈现的场景。劲胜精密组件公司智
能制造事业部总经理黄河介绍，装夹环节采用机器人
替代人工操作，节省了 70%以上的人力，以前传统工
厂大概需要 200 名工人，现在只需要十几人，产品开
发周期也大大缩短。“原来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种产
品，通过加装智能识别等设备和软件，目前单条线可
同时制造9种产品”。

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机器换人”开始
在重复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大、有一定危险性的
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企业在提高生产制造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用工。

麦肯锡亚洲运营咨询业务及物联网负责人卡雷
尔·伊鲁特认为，所有制造业工作中有 60%的工作
是可以实现自动化的。他预计到 2020 年中国机器
人需求将占到全球需求的 40%，这将深刻地影响中
国的制造业，使中国在全球更具竞争力并实现可持
续发展。

“机器换人”等提升了工作效率，与其相关的就业
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2013 年刚读硕士时，身边的人基本研究生毕业
就可以找到比较对口、整体不错的工作，薪资还挺
高，其他方面的待遇也都不错。但这两年和身边的学
弟学妹聊到就业的话题时，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制
造业、采矿业等第二产业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匹配
的岗位越来越少。”在北京科技大学就读的博士李阳对
记者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
在 2012年达到 23241万人的高点后开始减少，2013年
和 2014 年较上一年均减少 71 万人，2015 年较 2014 年
大幅减少 406 万人，2016 年减少 343 万人，2017 年减
少 533 万人，一直呈减少的趋势，减少的数量也在攀
升。

济南大学控制工程专业学生宋超对记者说，“一入
工科深似海！现在制造业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很多
基础工作基本不需要人力了。我们学工科的如果本科
毕业就找工作，不那么容易。”

制造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

二产就业人员为何持续减少？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丽宾分

析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存在着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
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
步从工业化向服务型的经济结构转型，最终要实现高

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二产业对就业拉动、经济
贡献逐步减少是客观的、必然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7年，中国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了6.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
就业人员占比下降了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员
占比上升了8.8个百分点。

张丽宾指出，目前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还比较严
重，不少产能利用率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经济
发展模式必须转变，第二产业就业需求减少是产业结
构主动调整的体现。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产业转移、去产能等因素，
二产就业人员减少也与环保要求提高有关。近年来，
不少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被限产、限排、关停。以河北
为例，2017年前 11个月，河北省共排查出“散乱污”
企业 10.9万家，完成整治 10.2万家，其中关停取缔无
证无照、治理无望的企业6.9万家。

“当前，制造业要进行改造升级，提高自动化、智
能化水平，建筑业要倡导绿色建筑理念，在这样的大
趋势下，第二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
减少是正常现象，而二产本身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
在提高。”张丽宾说。

对此，择业中的工科学子们更有感受。李阳发
现，“行业自动化水平提高，相近学科之间的交叉效应
越来越明显，对我们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计算机、自
动化、机械和材料各个学科相互交织是未来制造业发
展的趋势。”

尽管二产吸纳就业有所减少，但不论是求职者
还是专家，都承认这一趋势未必是坏事。客观上
看，相当一部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从事苦、累、
甚至危险的工作，工作条件差，对劳动者本身还可
能有一定损害。这类岗位由机器代替，也是制造业
进步的表现。

三产成吸纳就业主渠道

二产就业人员减少，三产能否担起重任？张丽宾
认为，“未来，产业转移将会持续，在这个过程中第三
产业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将
稳定在一个比重。参考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第二产
业可以稳定在 20%左右，第三产业则会成为吸纳就业
的主渠道。”

同时张丽宾提醒，“目前新的增长动能还没有真正
占据主导地位，新的就业机会在增加，但劳动者技能
转换需要时间。传统产业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并
没有完全被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结构性矛盾仍很突
出。”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也认
为，在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的情况下，就业结构性矛盾
面临更加突出的形势，主要表现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
存，劳动者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技术技能人才短
缺，大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技术进步、结
构调整对就业的挑战日益突出。

二产就业人数不断减少、要求显著提升，相关人

员的就业该如何保障？张丽宾说，“我们在人才培养供
应上应坚持需求导向，加强教育培训，持续提升劳动
者素质，不断优化人力资源市场供给。”

从求职者、从业人员来看，相关调查显示理工科
学生深造比例近年来明显上升。“我能做的就是进一步
提升学历，拓宽知识面，掌握新技术，争取能跟上行
业发展的脚步。”李阳表示。

一些人选择深造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将目光转向
了蓬勃发展的服务业。李阳说，“身边不少工科生求职
者选择了与所学专业并不匹配的工作，到服务业领域
就职，如做管理培训岗、人力资源岗，还有的做销
售、IT相关岗位等。”

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需要
引起重视的一面。多位专家指出，有必要继续观察二
产就业变动，特别是分析其持续下降的背后，除了企
业转型升级之外，其中制造业不景气、利润率偏低等
消极因素有多少，防止产业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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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
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
精的敬业风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也提出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
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这给
我们鼓足了信心。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在党
中央领导下勤劳苦干，一个个超级工
程成为国家名片。就拿中国航天来
说，载人航天、运载火箭、天宫、嫦
娥等无不彰显我国的综合国力。“中
国制造”的逐渐强盛也正是因为拥有
一支强大的工匠队伍，他们尽职尽
责、精益求精、持续创新，才将一张
张设计蓝图锻造成国之重器，打造出
代表中国制造水平的精品。我作为其
中的一员感到万分自豪。

“ 知 识 改 变 命 运 、 技 能 成 就 未
来”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当前，我
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程中，更需要广大一线技能人员立
足岗位、爱岗敬业，勇于钻研，实现
岗位技术创新，为提升产品质量，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发挥作用，而弘扬工
匠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几年，国
家对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越来越重
视，出台了多个国家级人才建设政
策，并将统筹推进人才强国战略，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这
些都促进了技能人员队伍的建设和发
展。

弘扬工匠精神。要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知识
水平提升，把传承工匠手艺作为必修课。因此，要继续
大力宣传杰出高技能人才的先进事迹，形成“尊崇技
能”的社会环境，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持续
提高技能工人的社会地位，扩大优秀高技能人才的影响
力和辐射面。

加强人才培养，构建人才成长通道。弘扬和传承工
匠精神还要让大量的高技能人才不断涌现，为制造强国
的发展提供技能人才储备。要以加大各行业技能人才培
养力度为目标，建设区域型、行业型技能人才重点培训
基地，创新完善人才培养模式。让高技能人才队伍在各
行各业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要构建行业技能人才快速成
长通道，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点产业组织开展技能竞
赛，促进技能人员学习技能的自觉性，促进各行各业技
术与技能的交流和发展。要积极搭建如技能大师工作室
等行业培养平台，充分发挥优秀技能人才优势，为行业
内技能经验的传承和交流奠定基础。

始终保持精益求精的精神。弘扬和传承工匠精
神，当然要以精益求精的精神打造高品质的产品，要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每一道程序、每一个部件、每
一项操作。作为一名一线劳动者，我们必须紧跟新时
代前进的步伐，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积极适应
转型升级对劳动者素质的新挑战。潜心钻研，提升技
能，以过硬的职业素质、精湛的技术，精雕细琢做好
手中的产品。

让我们立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靠劳动来创造社
会价值，靠劳动来实现人生价值。让我们在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建设科技强国、质量
强国、航天强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徐立平，全国人大代表。现任航天科技集团
7416厂固体火箭发动机燃烧室药面整形工。曾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本报记者高
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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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走进内蒙古库伦旗，只见一座座危土房变成
了崭新的砖瓦房，一排排果树种满了庭院，一座座棚舍装满
了牛羊，整齐的院墙画出了嘎查村的新模样，库伦旗曾经的
贫困村百姓脸上洋溢着喜悦……

近两年，库伦旗全面推行“党建+脱贫攻坚”“党建+现
代农牧业”，建立了脱贫攻坚“整村包联、整体推进”的工
作机制。全旗8个苏木乡镇和78个旗直部门及科级事业单位
共包联 179 个贫困嘎查村；抽调市旗乡三级干部 733 名，组
建 179 支脱贫攻坚工作队，安排包联干部 919 名，实现包联
部门、脱贫攻坚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和包联干部全部交
叉，集中人财物等资源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通过广泛推行

“党组织+协会 （合作社） +农牧户”经营模式，建设荞麦产
业示范基地32万亩、中蒙药材特色产业基地2万亩，促进了
基层发展提质增效。

库伦旗同时大力推行“党建+民生保障”“党建+城镇化
建设”，增进民生福祉。近年，该旗以召开民情恳谈会形
式，为群众解决重大民生问题 27 个；探索建立旗、乡、村

（社区） 三级便民服务中心，推行“一站式”窗口服务、为
民代办服务；开展了党员医务工作者“健康扶贫”“蒙医蒙
药进万家”“服务百姓健康行”等系列活动，切实关爱群众
身心健康；围绕实施“党员青年示范林”等建设工程，完成
林业生态综合治理11.49万亩。

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在2012年达到高点后，连续5年减少——

二产就业人数连降怎么看
邱海峰 吕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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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制造业转型
升级，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
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其
中，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在
2012年达到2.32亿人的高点
后，呈现连续5年减少的态
势，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
从 2012 年 的 30.3% 下 降 到
2017年的28.1%。

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为何
减少？未来是否会持续？该
如何看待？记者近日进行了
采访。

9月18日上午，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北京举行
“健康快车一带一路国际光明行”慈善项目启动仪式
暨2018年度表彰活动。

据介绍，“健康快车一带一路国际光明行”慈善
项目始于 2016年。2016年以来，健康快车派出医疗
队在斯里兰卡、缅甸和巴基斯坦开展“一带一路国
际光明行”卫生援助与合作交流活动，为三个国家
的 1500多名贫困人士实施了白内障复明手术，并带
教了当地的眼科医生，增进了不同国家之间人民的
感情。截至9月，健康快车火车医院上复明的患者累
计达到19.87万人，建成80所健康快车眼科中心和40

家糖网中心。
该基金会表示，未来两年，健康快车计划为

“一带一路”沿线的 6 个国家提供眼科医疗慈善行
动，包括为每个国家的 500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
免费复明手术；为当地援建一所眼科中心，培训 2
名眼科医生，通过来华进修学习等方式，使他们
能独立完成白内障手术等眼科医疗技术等。在当
日启动仪式上，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对 2018 捐助
健康快车的企业和单位进行了表彰，中国石化集
团以 900 万元的捐款额，第 14 次登上健康快车慈善
榜单的榜首。

库伦以“党建+”引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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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光明行”项目启动
吕 倩

图为江苏省太仓市骏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注塑车
间内，50余台机械手正在自动化流水线上装配汽车门
锁塑胶件。 计海新摄 （人民视觉）

图为浙江省温州市人才市场，大学生求职者对着
纸上信息在找适合自己工作。

苏巧将摄 （人民视觉）

图为江苏省太仓市骏伟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注塑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操控机器，使50余台机械手在自动
化流水线上装配汽车门锁塑胶件。 计海新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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