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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各地企业复工率和员工到岗率稳步提升，全国除
湖北外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超过95%，已有
1亿农民工外出务工，近期128万户企业享受到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186亿元……一段时间以来，全国上下有序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稳就业措施逐步落实见效。有关
方面指出，总体来看，稳就业的任务依然艰巨，但
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定就业
的基础条件也没有改变。

利好政策加速实施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怎么看？“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数据来看，前两个月全国新增就业同比出现了下降，2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出现了上升，冲击确实是实实
在在的。”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高杲3月23日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表示。

但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出台了系列
政策措施，包括减税降费、金融支持、加大援企稳岗
力度等。随着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复工复产正有
序推进。数据显示，除湖北外，各省约1.1万个重点项
目复工率近九成；全国已有1亿农民工外出务工，占春
节前返乡农民工的80%。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指出，中
国出台了就业优先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精准稳妥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加大援企稳岗稳就业力度、着力促
进农民工就业、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等。“上述政
策的加速实施，将会确保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总的来看，虽然现在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但我
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我国经济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稳定就业的基础条件也
没有改变。”高杲说。张毅也表示，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有牢固的经济基础。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
工复产有序推进，市场需求回升，经济增长逐渐恢
复，劳动力需求也将陆续恢复，就业形势将逐步改善。

新业态拓宽新岗位

在当前条件下，扩大就业如何进一步挖掘潜力？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向“互联网+”新业态，
提出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上云。聚
焦养老、托育、家政等就业潜力大的领域，发展线上
线下融合的生活服务业等。

以服务业来说，到 2018 年底，中国服务业就业人
员近 3.6 亿人，比重达到 46.3%，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

产业。而线上线下融合，则将进一步为服务业拓宽发
展天地。

高杲表示，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深度渗透，既
为消费者在更大范围享受到更高品质、更加多元化服
务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也推动了整个社会服务领域专
业化和信息化水平的迅速提升。线上线下融合，涌现
出了很多新模式、新业态，这为创业就业提供了很广
阔的空间。

据了解，近期国家发改委已经陆续启动了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行动、普惠托育服务
专项行动等，着力加大对相关领域的投入，带动各方
面社会资本参与其中。比如在家政服务领域，支持平
台企业为家政领域的小微企业，甚至个体提供精准对

接，同时制定和提升相关服务标准，促进整个行业服
务水平的提高。

高杲说，下一步将把示范项目的宣传推广与推动
社会服务领域的转型升级、复工复产的支持政策有机
结合起来，着力培育一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业态新
模式。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

在拓展就业方面，还有不少“双创”行动正在展
开。创业创新持续推进，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加，也
将继续发挥带动就业“倍增器”作用。

据了解，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筹划 2020 年
全国“双创”活动周，将重点举办返乡创业项目对
接、大学生创业项目对接等，通过和互联网平台企业
的融合，进一步带动中小企业创新。

“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也将进一步推进。自2016年
以来，国务院已分两批部署了 120 个“双创”示范基
地。未来还将研究建立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和

“双创”示范基地有关项目的对接机制，研究银行信贷
和引导基金投贷联动的新模式。

当前，创新创业仍被不少市场主体看好。国家发
改委高技术司司长伍浩介绍，最近国家新兴产业创投
引导基金对 3000家创新型企业做了问卷调查，从数据
来看，67.3%的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其中大约四
成企业认为本领域还蕴藏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和潜力。

高杲表示，在加力促进“双创”方面，下一步要
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充分
发挥创业投资作用，包括加大对创业担保贷款的支持
力度。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器等一些创业载体，要安
排一定的比例、场地，免费提供给高校毕业生和农民
工来使用，为他们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
鼓励多渠道的灵活就业，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就业。

中国稳就业的基础相当稳
本报记者 李 婕

近日，河北省邯郸
市肥乡区按照“一企一
策”的方式，在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的同时，积
极组织扶贫车间有序恢
复生产，确保当地村民
稳就业，能增收。图为
邯郸市肥乡区辛安镇村
民在扶贫车间加工服装。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3 月 22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
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相关负责
人就保障春耕生产农资供应工作
情况做了介绍。总体来看，目前

各地都加大农资企业复工复产，
打通运输堵点，确保不误农时，
能够让农民及时种上地。

在化肥供应方面，农业农村
部种业管理司二级巡视员谢焱表

示，受疫情影响，前期化肥行业
的整体开工率不足。近期，在有
关部门共同努力下，现在复工复
产的各项政策都在逐步落实，化
肥产能已经在迅速恢复。“目前，
主要化肥企业开工率已经达到了
常年的水平，氮、磷、钾肥总体
是供大于求的，应该说供应总量
是有保障的。”谢焱说，现在疫情
防控形势好转，运输也基本打
通，现在基层经销商备货是集中
备货，农民是集中购买，化肥的
需求集中释放。

在农药供应方面，尽管今年
病虫害形势偏重，但农药供应足
够。据介绍，全国 1559 家农药企
业复工复产率达到了83%，25万家
农药门店的复工率达到 91%，接近
常年的水平。当前所急需的小麦条
锈病、赤霉病，还有油菜的菌核病
的用药，涉及的156家农药企业，复
工复产率已经达到了 94%，可以提
供 6.5 万吨对路的农药，能够满足
农药需求。与此同时，农业农村
部还优化推荐草地贪夜蛾用药 28
种，库存量也能够满足6亿亩同类

型害虫的防治需要。
对于农资物流运输问题，交

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绣
春表示，交通运输部积极指导各
地交通运输部门全面落实疫情防
控期间免收车辆通行费的政策，
将春季农业生产物资和农机具转
运纳入应急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由承运的运输企业自行直接打印
全国统一的“疫情防控应急物资
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确保春
季农业生产物资和农机具运输车
辆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
先通行。

谢焱表示，目前有不到 5%的
县还有一定的农资缺口，下一步
要从三个方面精准解决农资供应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一是要抓
好精准调度，细化调度内容，摸
清楚农资所缺的种类、数量以及
原因；二是要抓措施的落地，要
严格落实分区分级防控的措施，
会同有关部门打通“最后一公
里”；三是要抓分类施策，对农资
有缺口的，要加强调剂的力度，
对还没有到关键农时的，要提前
做好农资供需的对接工作。

“对一些高风险，管控措施暂
时还不能解除的，就要实行点对点
供应，要做到农资进村、人不进村。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千方百计地
确保农资供应。总之，我们的底线
就是要不误农时。”谢焱强调。

确 保 农 民 种 好 田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湖北省保康县各地农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积极购备良种
和农资，为春耕生产做好准备。图为当地农民在保康县城一家种子公
司挑选玉米种子。 陈泉霖摄 （人民视觉）

▶ 近日，山西省运
城市各大旅游景区陆续
恢复营业向游客开放。
景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积极做好游客接
待工作，促进旅游复苏
和繁荣。图为 3 月 22 日，
游人在运城市岚山根特
色旅游新村品尝小吃。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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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上海 344 家公园日
前全部对外开放，位于市中心的静安雕塑公园迎来
大客流，美丽春色令游客流连忘返。

胥昆德摄 （人民视觉）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台相关政策，助推企业积极、稳妥、有序复工
复产。目前宁夏全区118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复工复产1092户，开工率为
92.2%。图为工作人员在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调试口罩生产设备。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宁夏规上工业企业开工率超92%

本报北京3月 23日电 （记者李
婕） 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日前，总
投资达75.9亿元的长江大保护项目在
湖北武汉开工，建设期间预计提供各
类就业岗位约 0.8万个，将为武汉恢
复经济社会秩序提供强有力支撑。

此次集中开工的3个项目为蔡甸
东部区域清水入江 PPP 项目、武汉市
新洲区新城镇建设 PPP 项目、东湖高
新区光谷生态大走廊项目。建成后将
以实现辖区内的生活污水全收集、全
处理、全达标为目标，改善城市水环境

质量，为居民提供绿色生存空间。
三峡集团总经理王琳表示，集团

在加紧推进多个长江大保护项目，加
快改善城市水环境的同时，将以规模
化投资拉动生态环保全产业链发展，
为武汉市启动经济发展引擎加油助力。

据了解，面对疫情给湖北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三峡集团将加大
在湖北区域长江大保护事业的投资倾
斜力度，确保今年累计落地投资突破
300亿元，其中在武汉市落地投资突
破百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记
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23日发布数据
显示，2019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
产为318.69万亿元，同比增长8.6%。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初步统计，
2019 年末，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

为290万亿元，同比增长8.1%；证券
业机构总资产为8.12万亿元，同比增
长16.6%；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0.56
万亿元，同比增长12.2%。

2019年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负
债为289.43万亿元，同比增长8.1%。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3日电 （记
者张辛欣） 记者 23 日从工信部获
悉，工信部已经发文部署开展 2020
年 IPv6 端到端贯通能力提升专项行
动，特别提出要优化提升 IPv6 网络
接入能力，全面扩大数据中心 IPv6
覆盖范围，到 2020 年底 IPv6 活跃连
接数达到11.5亿。

工信部提出，将通过优化提升
IPv6 网络接入能力、加快提升内容
分发网络 IPv6 应用加速能力、大幅
提 升 云 服 务 平 台 IPv6 业 务 承 载 能

力、全面扩大数据中心 IPv6 覆盖范
围、着力提升终端设备 IPv6 支持能
力、稳步提升行业网站及互联网应
用 IPv6 浓度、着力强化 IPv6 网络安
全保障能力等七个方面加大 IPv6 推
进力度。

工信部将组织成立 IPv6 规模部
署专项协同推进工作组，制定可量
化、可考核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建立
任务台账，保障 IPv6 升级改造工作
顺利推进。到 2020 年底，移动网络
IPv6流量占比达到10%以上。

IPv6网络接入能力将优化提升

长江大保护项目在武汉开工

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超318万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