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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国农
民工总量的51.5%——

“新生代”占比连续4年上升

在吉林省长春市一家医院做护士的陈盼来自农村，
高中毕业后她选择了报考专科院校，学习护理专业。被
问及农民工的话题时，她感到诧异：“我以为只有进城到
建筑工地等从事体力工作的才叫农民工。”

像陈盼一样对农民工这一概念存在认识偏差的不
在少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
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指出，农民工是指户籍仍
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
的劳动者。2018 年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
1157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3 万人，增长 0.9%；到乡外
就业的外出农民工 17266 万人，比上年增加 81 万人，
增长 0.5%。

从年龄结构来看，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
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51.5%，比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
点，占比连续4年提升；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
的 48.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 后”占 50.4%；“90
后”占43.2%；“00后”占6.4%。

来自四川的王鹏是“90 后”农民工中的一员，高中
毕业没多久就来到北京。“我在北京的5年间干过很多工
作，包括饭店服务员、小区保安、工厂职工等，直到当
快递员，工作才开始稳定下来。”王鹏说。

如今，像陈盼、王鹏一样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越来
越多。《报告》显示，2018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
为 50.5%，比上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其中，从事住宿和
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6.7%，比上年提高 0.5个百分点；
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12.2%，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农民工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
工占比继续提高。《报告》 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未
上过学的占 1.2%，小学文化程度占 15.5%，初中文化程度
占 55.8%，高中文化程度占 16.6%，大专及以上占 10.9%。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 0.6 个
百分点。

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比上
年增加236元——

收入提高但不同地区有差异

收入提高是王鹏从事快递工作的重要原因。“我所在
的网点主要服务于高校和小区，人口较为密集，收发件
数量能得到一定保障。基本上每个月的工资都在 6000元
左右，‘双 11’、‘双 12’的时候快递数量多，工资会高
些，但那阵子也比较辛苦。”王鹏说。

近年来，农民工月均收入整体呈稳定增长的态势。
《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比上年增
加 236元，增长 6.8%，增速比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分
行业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
增速分别比上年提高 1.9、1.1 和 0.1 个百分点；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增速与上年持平；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 0.4 和 0.8
个百分点。

任世正是贵州省遵义市一处建筑工地的钢筋工，他
每月的工资并不固定，取决于当月工作天数。目前平均
下来月薪能达到5000元，较去年增加了500元左右。

《报告》显示，2018年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4107
元，比上年增加302元，增长7.9%；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
收入 3340 元，比上年增加 167 元，增长 5.3%。外出务工
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务工农民工多767元，增速比本地
务工农民工高2.6个百分点。

提到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原因，王鹏说：“肯定是因
为这边的工资比较高，尽管生活成本也不低，但是节省
点用，每年攒下的钱还是要比在老家的时候多不少。另
外也是想趁年轻的时候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

分区域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
入增速加快。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
3955 元，比上年增加 278 元，增长 7.6%，增速比上年提
高1.2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68
元，比上年增加 237元，增长 7.1%，增速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
入增速则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任世正说：“我现在每月工作25天左右，每天工作10
小时。而在广州从事同等强度和时长工作的同乡，月薪
能达到近7000元。”

同样的情况陈盼也有提及：“大学毕业时有好几个同
学选择去南方，当时签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工资普遍比我
高。我的一个室友去了深圳，她现在的工资比我高 1000
多元吧。”陈盼说。

2018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 20.2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4平方米——

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本地人”

农民工收入提高的同时，相关保障也进一步得到增
强。以居住情况为例，《报告》显示，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继
续提高，享受保障性住房比例提高，居住设施不断改善。

具体来看，2018 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 20.2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0.4 平方米。在进城农民工户中，
2.9%享受保障性住房，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进城
农民工户住房中，有洗澡设施的占82.1%，比上年提高1.9
个百分点；使用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占87.7%，比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独用厕所的占71.9%，比上年提高0.5个百
分点；能上网的占92.1%，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拥有
电冰箱、洗衣机、汽车 （包括经营用车） 的比重分别为
63.7%、63.0%和24.8%，分别比上年提高3.6、4.6和3.5个
百分点。

江荣昌家在东北，两年前孩子考上大学后，夫妻二
人便一起在山东的一家养殖场内工作。江荣昌说，在这
里上班每天都有工资赚，一年下来比在家务农能多攒不
少钱。“我们住的地方，电视、冰箱、洗衣机都有，还能
上网。”

孩子教育方面，《报告》显示，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
教育情况有所改善，具体表现为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提
高，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就读
比例提高。

对于留守儿童，不少地方采取措施提高保障水平。
如四川已在80万以上人口大县 （市、区） 中统一设置农
民工服务机构共64个，服务覆盖1500万农民工。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有人口 150 余万，外出农民工
达 41 万人。该县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刘刚介绍，服务
中心有 25 个联系成员单位，包括人社、交通、教育等
部门，中心统筹部门对“留守妇女、老人、儿童”进行
服务。

“过去出门打工，最揪心的是家里一老一小，现在有
了农民工服务中心，家里的事也放心了。”仁寿县农民工
代翠英说。

《报告》 还显示，进城农民工城镇归属感较为稳定，
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与上年持平。
进城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6.5%参加过所在社
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日前出台的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明确要求，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
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规范招工用人制
度，消除一切就业歧视，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
制，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就业制度。

此外，在技能培训、工资保障等方面，相关部门也
在积极行动。人社部年初印发的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
能提升计划 （2019—2022年）》 提出，到 2022年末，普
遍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覆盖
率；普及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资源，提高培训可及性；普
惠性补贴政策全面落实，提高各方主动参与培训积极
性。司法部近日出台意见，要求认真做好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有关工作，争取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行政
法规年内出台。

总量增加，平均收入上涨，城镇归属感较稳定——

这代农民工，就是不一样
刘 欣 邱海峰

国 家 统 计 局 日 前
发布的《2018 年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8 年 农 民 工 总 量 为
28836 万 人 ，比 上 年 增
加 184 万人，增长 0.6%。
近 3 亿农民工有哪些新
特征？主要从事哪些工
作？收入状况如何？他
们是否融入了城市？

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发布

日前日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安徽省合肥市庐阳
区大杨镇计生协区大杨镇计生协、、十张村联合十张村联合
辖区医院开展辖区医院开展““维护人人健康维护人人健康
迈向全面小康迈向全面小康””免费体检进工免费体检进工
地活动地活动，，免费为农民工测量血免费为农民工测量血
压压、、血糖血糖，，并提供内科并提供内科、、外科外科
等专科检查等专科检查。。

葛传红葛传红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道高架桥建设中，农民工兄弟们正齐心协力穿高架桥钢索。
黄建军摄 （人民视觉）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道高架桥建设中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道高架桥建设中，，农民工兄弟们正齐心协力穿高架桥钢索农民工兄弟们正齐心协力穿高架桥钢索。。
黄建军黄建军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 北 京 亦 庄 经
济开发区一建筑工
地，工人们利用身
边废旧材料实现自
己的奇思妙想。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本报北京5月14日电（记者孔德晨） 日前，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一
批重要国家标准。据悉，新发布的国家标准涉及绿色
包装、网络安全、物流配送、能源计量、项目管理等
诸多领域，将对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

在此次发布会新发布的国家标准中，《绿色包装评
价方法与准则》国家标准从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
属性和产品属性四个方面规定了绿色包装等级评定的
关键技术要求，给出了基准分值的设置原则：重复使
用、实际回收利用率、降解性能等重点指标赋予较高
分值。在环境属性方面，要求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
不小于90%，或不用水，依据GB/T7119进行计算。

在网络安全领域，发布了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
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国家标准，有效指导网络运营
者、网络安全企业、网络安全服务机构开展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安全技术方案的设计和实施，指导测评机构
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地开展等级测评工作，进而全面
提升网络运营者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在能源计量领域，新修订的 《膜式燃气表》 国家
标准借鉴了国外先进标准，充分考虑了数字化、智能
化燃气表技术的发展趋势，将在促进我国燃气表产业
的转型升级、质量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保证国
内燃气表企业的国际领先地位。

本报南京5月14日电 （记者姚雪青） 记者从江苏
省司法厅获悉，日前江苏出台 《关于建立非诉讼纠纷
化解综合平台的实施方案》，推动建立非诉讼纠纷化解
综合平台。拟通过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律师调
解、公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仲裁等资源，探索
构建党委领导、司法推动、社会参与、多元并举、法
治保障的现代非诉讼纠纷化解格局。

据介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经济体制变革不断深化、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呈
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
样化等特点。仅 2018年，江苏法院系统就累计受理案
件2165962件，同比增长6.31%。

实施方案提出建设“线下+线上”非诉分流中心、
“分调+联调”非诉办理中心、“共建+共享”非诉数据
中心三大中心，打造以“多元导入、一体受理、分类
化解、联动处置、跟踪监测”为运行模式的非诉讼纠
纷化解实体、网络、热线平台，建立健全非诉讼纠纷
化解组织网络，构建起多主体参与、多领域汇集、多
链条驱动的非诉讼纠纷调处工作体系。同时，针对不
同类型纠纷、不同化解方式的特性，按照分类而治、
分类而建的基本思路，打造家事、商事、行政、民事
纠纷化解四大平台，实现对矛盾纠纷化解的全面覆盖。

江苏力推非诉讼纠纷化解平台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核桃乡木寨村发展
种植食用玫瑰花，既可用于加工生产玫瑰花食品，又
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图为木寨村的村民在马
白寨度假村拣选花瓣。

罗大富摄 （新华社发）

小小山村玫瑰香小小山村玫瑰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