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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⑨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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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人员持身体健康证明、戴口罩、量体温、按
车辆座位50%落座……近日，一辆辆省外务工专用大巴
陆续从各地发车。不少地方和企业联手，采取这种独
特的“包车”返工方式，将复工人员批量、定点送达
工作地。

自疫情发生以来，何时返工复工成为就业者的重
要关切；做好就业工作，也成为保障企业用工、促进
生产恢复、关乎经济大局稳定的重点。

就业基本面没有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日前
表示，疫情发生之后，劳动力市场的确出现了一些变
化。企业开复工时间在推迟，劳动力返岗时间有所错
后，湖北等疫情严重的地区、旅游餐饮等服务业和一
些中小微企业也反映稳岗压力加大。与此同时，与疫
情相关的行业企业缺工明显，部分招聘求职活动暂时
性推迟。

由此可见，当前稳岗压力与企业缺工现象并存。
那么，从趋势看，这是短期承压还是长期趋势？

一方面，短期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
院长蔡昉撰文指出，从近年的常态来看，每年第一季
度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占全年总量的比例在24%左右。由
于疫情造成农民工延期返城、企业开工不足以及新成
长经营主体减少，新增就业数量会减少，在短期内会
加剧摩擦性失业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村居民
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另一方面，就业基本面不会轻易因此改变。中国
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张丽
宾对本报记者表示，从全年来看，一季度用工需求并不
是处在全年高位。疫情对当下经济活动造成影响，从而
影响暂时的就业水平。但是从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供需
状况看，一旦全面复工，大量就业岗位会释放出来。

张莹也表示，“相信随着疫情的缓解和最终的战
胜，企业将加快复工复产，前期积累的消费和投资将
会继续释放，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会同步扩张。中国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的基本面也没有改变。”

保障重点企业用工

当前，在非疫情严重地区，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科学有序安排农民工返城、促进企业
复工复产，成为就业工作的一大重点。

在不少地方，有关部门正联手企业提供针对性公
共就业服务，着力保障用工，尤其是急需紧缺物资生

产企业的用工需求。
强化人岗对接——“春风行动”是每年春节前

后，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的一项招牌活动，今
年行动搬到了线上，实行人岗“不见面”的精准对
接。天津、广东开展用工余缺调剂，组织招聘本地失
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动员技校学生、高校毕业生、
党员志愿者等支援重点企业复工生产。浙江动员300多
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开展公益活动，为复工重点企业
紧缺用工提供免费服务。江苏、安徽依托街道 （乡
镇） 和社区摸清劳动者求职需求，精准推送企业用工
信息。

助力员工返岗——建立交通、防控“一条龙”服
务。许多省市在防疫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下，积极协调

专列和包车，支持员工返岗。其中，四川计划开通广
州、浙江、北京、上海、厦门 5 个地区 10 趟专列，点
对点专车已经启动；重庆摸查集中出行需求，协调交
通部门加开返岗专列或专车；湖南启动省内专车接
送；安徽、云南、陕西商洛积极组织安排“点对点”
包车。

“可以看到，不少地方已经在采取措施，分行业错
峰引导劳动力有序上岗。”张丽宾说，生产要素流动对
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各地可
以有效对接、匹配用工需求，逐步恢复生产。

稳岗返还为企业纾困

为帮企业纾困解难、支持复工复产，人社部等部
门还就疫情防控期间就业工作做出政策安排。近期，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扶持政策正加力落实。

加速返还资金。广西南宁在全国率先落地疫情期
间稳岗返还政策，截至 2月 12日，已向 4058家企业拨
付 4750万元。通过大数据筛查比对，该市优先向防疫
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发放稳岗返还，企业登陆业务系统
复核确认就能拿到返还资金。

实施政策找人。山东淄博采取“无形认证”方
式，通过人社大数据比对，36个小时内确定首批符合
条件企业名单，5个工作日公示完毕后，及时向企业拨
付资金。目前累计 737 家企业享受稳岗返还 3900 万
元，惠及职工12万人。

放宽政策条件。广西柳州市放宽中小微企业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裁员率放宽到不高于上年
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参保职工30人（含）以
下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的20%。2月
11日，已对首批37家企业发放稳岗返还65.4万元。

同时，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迎来利好。人社部近日
印发通知，对人社部部属有关单位开发运营的培训在
线平台免费向社会开放，支持各地开展职业技能提升
线上培训工作。

稳就业，推动安全有序返岗复工
本报记者 李 婕

本报北京2月 17日电 （记者顾仲阳） 当
前，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
关键时期，需要采取强有力措施，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稳定贫困户增收渠
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近日，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网信
办、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务院
国资委和全国工商联发布 《关于开展消费扶
贫行动的通知》，旨在以消费扶贫行动为抓
手，以拓展贫困户增收渠道、稳定脱贫成果
为目的，以促进扶贫产品稳定销售为重点，
实现城市“菜篮子”“米袋子”有效供给和促
进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健康发展，满足城市居
民需求升级和帮助贫困群众持续增收，构建

社会扶贫的长效机制。
《通知》 要求坚持贫困地区群众发展生产

增收脱贫与解决城市“菜篮子”“米袋子”问
题相结合，组织好扶贫产品货源，确保农产
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精准对接东部地区和大
中城市居民对优质安全扶贫产品的需求。同
时，坚持政府鼓励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实
现合作共赢。坚持创新试点与建立长效机制
相结合，支持引导有基础、有实力、有诚信
的市场主体和有意愿的地区开展消费扶贫行
动创新试点，推动建立扶贫产品与市场需求
有效对接的长效机制。

在消费扶贫的主要方式方面，《通知》 鼓

励各级预算单位通过优先采购、预留采购份额
方式，采购扶贫产品；政府要主导建立消费扶
贫交易市场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其中东部省市
为扶贫产品提供销售平台和渠道，贫困地区重
点抓好扶贫产品的认定和监管，组织贫困群众
发展市场有需求、本地有优势的特色扶贫产
业，中部省份要利用区位优势，组织本地城市
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

《通知》 还鼓励各类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利用自有平台渠道，积极推动扶贫产品进
市场、进商超、进学校、进社区、进食堂等，
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方式促进扶
贫产品销售。同时，发挥中国社会扶贫网消费
扶贫平台的作用，专门销售扶贫产品。

七部门开展消费扶贫行动七部门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正处关键阶段，防疫
不能松劲，春耕同样不能
耽搁，广东各地春耕备耕
已经行动起来。图为广东
省云浮市郁南县建城镇罗
旁村村民抓紧时间春耕。

姜晓丹 邱活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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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位于
重庆市永川高新区凤
凰湖产业园的重庆航
凌电路板有限公司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
提下，部分产能复工。
自复工以来，该企业
有序生产，已为抗疫
一线赶制出5000套红
外影像测温仪、500个
呼吸机、2000 台空气
消毒机等设备。

齐岚森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2月 17日电 （记者王
珂） 商务部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保持稳定增长。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485 家，
实际使用外资 875.7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4%，基本上延续了去年以来
的平稳增长势头。

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继续保持较
高增幅。1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31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9%，
占比达到35.8%。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84亿元人民币，其中，医药制造
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 10.5%和
118.9%。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2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5%。其
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实际使
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56.6%和39.2%。

本报成都 2月 17 日电 （蓉平）
成都市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 17 日启
动成都职工招工就业服务平台。平台
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起高效便捷的
线上需求对接桥梁。

据悉，用人单位注册登录平台
后，即可在平台免费管理编辑、发布
职位，搜索、导出求职简历，还能实
现在线面试求职者。职工注册使用平
台，可以及时了解用人单位招聘岗位
信息，搜索、收藏岗位，发布管理自己
的简历。除此之外，平台还为求职者提
供了短视频自我介绍的功能，鼓励求
职者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现个人能力和

才华，拓宽才能展示的维度和空间。
据成都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受到疫情影响，以往线下宣传
会、双选会等传统招聘活动被迫推迟
或取消，但企业的用人需求仍在。为
解决这一问题，该平台依托成都职工
APP，发挥市总工会的组织优势和联
系用人单位的资源优势，目前已征集
了 357 家企业的 28064 个岗位需求。
接下来，该平台将依靠近2万家建会
企业支撑，根据企业的需求，及时更
新岗位，并充分运用职工大数据，为
用工单位、求职者双方提供精准信
息，实现就业服务精准化。

据新华社武汉2月 17日电 （记
者王贤） 继 13 日长江上游九龙坡至
朝天门河段航道整治工程复工后，武
汉至安庆段6米航道整治工程、长江
口南槽航道治理一期整治建筑物工程
复工准备就绪，长江航运各重点工程
项目正陆续有序复工。

长江航道局负责人称，作为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首个复工的工程，
长江上游“九朝段”航道整治工程已
投入6艘施工船舶、56名管理和施工
人员。另有4个航道整治工程项目计
划于 2 月底前复工：武汉至安庆段 6

米水深航道工程及湖北新洲至江西九
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已基本完成
复工准备，拟于 2月 20日左右复工；
芜湖裕溪口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江心
洲至乌江河段航道整治二期工程部分
管理和施工队伍已安排进场，即将恢
复生产。

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
唐冠军说，目前长航局系统在建项目
51个，其中航道整治类项目7项，支
持保障类项目44项。目前共有5个项
目复工，还有至少21个工程计划于2
月底前复工。

1月中国使用外资保持稳定增长1月中国使用外资保持稳定增长

长江干线航运建设项目陆续开工

成都启动线上招工就业服务平台

◀ 连 日 来 ， 贵
州一手抓防控，一手
抓生产，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各地企业纷纷复工复
产，生产生活平稳有
序。图为 2 月 17 日，
在贵州省贵阳国家经
济技术开发区内，贵
阳海信电子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工人在组装
电视机。

邓 刚摄
（人民视觉）

2 月 17 日，在位
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禹越镇的浙江三星
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批复岗人员跨省专
车到达企业，110 名
员工从河南省商丘市
被接送返岗。为全力
保障复工人员返岗，
德清县积极组织交通
运管、人力社保等部
门专门安排跨省运送
车 辆 ， 让 务 工 人 员

“出门进车门，下车
进厂门”。

姚思思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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