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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积极主动扩大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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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贾
平凡）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关爱海外
侨胞和留学生暨“侨爱心防疫包”公
益捐赠活动在朝阳区政协委员之家举
办。来自公益捐助的一次性口罩、一
次性手套、中药颗粒等防疫物资，以

“侨爱心防疫包”的形式，捐助给海
外的侨胞和留学生，帮助他们平安
渡过疫情。

该活动由北京市朝阳区委统战部
主办，朝阳区侨联、区政协港澳台侨
委员会、区工商联、区科协、区红十
字会等部门共同承办，得到中国华侨
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侨联、朝阳区委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侨爱心防疫包”浓缩了朝阳区
侨界助力海外抗疫的一片爱心。据
悉，每一个“侨爱心防疫包”价值约
205元，包括口罩、手套，中药颗粒
或胶囊、健康防疫手册等物资；首批
2000 个。凡是直系亲属侨眷、子女
留学海外的朝阳居民、朝阳投资以及
人才引进家庭，海外使领馆备案的海
外侨团的国内代表，国家承认或有关
机构备案、海外设办事机构的社会组
织等，都可以凭有效证件领取。领取
后，“侨爱心防疫包”可通过中国邮
政 集 团 公 司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分 公 司
EMS 执行海外邮寄，邮寄费用由家
庭或有关机构、企业承担。

“侨爱心防疫包”助力海外侨胞战“疫”

由于就业竞争能力较弱、职业转换难
度较大，农民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遇到
不少就业难题。面对挑战，如何引导农民
工安全有序转移就业？日前，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
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 在外出就业、
就地就近就业、贫困劳动力就业等三方面
提出多项具体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8 部门分工负责，
为促进农民工就业提供了支撑。

“点对点”运送农民工

当前，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9 亿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人。受疫情影响，这
一重点群体外出务工面临诸多挑战。对
此，《意见》明确，引导有序外出就业。

具体怎么做？人社部副部长游钧指
出，强化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推进农
民工“点对点、一站式”返岗复工服务，
推广健康信息互认等机制，提高复工复产
服务便利度，通过专车、专列、包机等方
式，成规模、成批次组织农民工尽快返岗
复工。“我们已经协助近万家重点企业解决
用工40万人，通过多种方式累计运送农民
工超过469万人。”

“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
工作开展以来，各地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
为复工复产企业解决用工需求。例如四川

与江苏、上海、山东等10个省 （市） 签署
了合作备忘录，推进健康证明互认，减少
重复隔离，保障农民工尽快返岗、尽快上
岗。”人社部农民工工作司司长尚建华说，
从各地区情况看，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有岗位、成规模、成批次外出务工农民工
的出行需求已经得到缓解。

“同时，引导农民工有序求职就业。及
时收集发布用工信息，加强农民工输出地
和输入地的信息对接，持续开展线上招聘
活动，大力推行网上面试、视频招聘，支
持跨区域有组织的劳务输出，组织定向劳
务协作。”游钧表示，目前，已开通了面向
企业用工对接的服务平台和面向劳动者返
岗复工的服务小程序。这两个平台和程
序，企业和劳动者可以自行填报各自需求
的信息。在近期开展的百日千万网络招聘
专项行动中，也专门开设了农民工专区，
加大岗位信息的发布力度。

人社部副部长李忠介绍，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各地企业复工率和员工到岗率稳
步提升，已有 1 亿农民工外出务工，占春
节前返乡农民工的80%。

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暂时无法外出的农民工，就业咋办？
不少地方在“就地就近”方面下功夫。

在湖南省，郴州市出台农民工本地就
业政策，对2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市外务

工返乡农民工留在本地园区企业就业且稳
定 6 个月以上的，按 800 元/人的标准给予
奖补。

在四川省，人社厅动态掌握本地企业
缺工人数和结构，分行业、区域和层次精
准推送给农民工，吸纳农民工在“家门
口”就业。截至目前，四川省内务工返岗
已经超过900万人。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拓展就地就近就
业空间，及时调减低效作物、补植补种替
代作物，推进河谷坝区商品蔬菜基地、高
山坡地冷凉蔬菜基地、千家万户小康菜园
建设。今年全市以生姜、芋头、魔芋等单
品为主的蔬菜规模化基地超20万亩，从事
蔬菜生产的农民较去年增加7000人。

游钧指出，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就
业。通过引导投身农业生产、参加春耕备
耕，通过组织农民工参与城乡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通过发展特色养殖、精深加工、生态旅游
等行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加大以
工代赈工程实施力度，多渠道、多方式支
持帮助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吸纳就业给予奖励

去年，有 2729万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在外务工，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 2/3 以
上。稳住就业，对这部分贫困劳动力增收
和脱贫至关重要。

“这次 《意见》 明确，企业复工复产、
重大项目开工、物流体系建设等要优先组
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并且鼓励企业更多
招用贫困劳动力。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
贫车间尽快复工复产。公益性岗位也要优
先安排贫困劳动力，确保兜底保障。对那
些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规模大的，要通过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奖励。”游钧说。

尚建华指出，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相
对较弱，就业稳定性相对较低。疫情发生
后，人社部会同扶贫部门，对贫困劳动力
就业采取了帮扶措施，包括定期汇总企业
用工需求，及时推送给未脱贫的贫困县；
鼓励防疫物资、生产生活必需品生产的企
业以及上下游配套产业等重点企业优先招
用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将“三区三
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所在地区以及挂牌督战的52个贫困县作
为工作重点，制定专门工作方案，及时为
贫困劳动力提供“点对点”返岗复工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采取倾斜政策，
通过组织定向投放岗位，提升职业技能培
训，加大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适当扩大
乡村公益性岗位规模等措施，创造有利于
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良好环境，让贫困
劳动力能够如期脱贫，也防止因疫情失业
返贫。”尚建华说。

游钧指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
要坚持战疫情和稳就业共同发力，尽最大
努力促进农民工就业，为保障企业生产经
营提供有力支撑，为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奠
定坚实基础。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3月 23日，湖北省宜昌市载有 1171名农民工的专列由宜昌东开往深圳北，他们
大多来自宜昌市各县市区赴广东深圳返岗复工人员。据悉，这是由宜昌发出的首趟返
岗复工专列。图为返岗复工人员在宜昌东站排队进站。 文振效摄 （人民视觉）

农民工就业获农民工就业获““三支撑三支撑””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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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第二
轮试采平台“蓝
鲸2号”。

3 月 26 日，商务部召开网上
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
司、外贸司相关负责人就当前对
外经贸热点话题做出解答。

据商务部外贸司二级巡视员
刘长于介绍，截至 3 月 24 日，全
国重点外贸企业已基本复工，产
能恢复率超过 70%的重点外贸企
业占比已经达到71.3%，比一周前
提高了 4.6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
当前外贸企业复工复产依然保持

平稳有序的态势。
在谈及当前外贸形势时，刘

长于表示，近期全球范围疫情蔓
延，各国纷纷采取更加严格的防
疫措施，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影响
逐渐呈现。“确诊人数超过千人的
国家占我国进口的一半，我国前十
大进口来源国中有七国确诊人数
超千。海外停工停产范围扩大，供
应能力减弱。从目前情况看，机电、
交通运输设备、能源化工等行业进

口受影响较大。”刘长于说。
刘长于说，下一步，商务部将重

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抓好进口工作：
一是密切跟踪外贸企业在进

口中遇到的难点堵点痛点，与有
关部门、地方加强对接，确保已
出台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会同相
关商协会，积极做好企业信息服
务工作，推动行业组织创新优化
服务，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二是
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今后还要进

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如继续鼓励
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
口，发挥为国民经济提供装备及
服务产业升级助能。比如，增加
国内短缺能源资源品进口，促进
国内供给体系质量提升；增加农
产品食品进口，满足人民群众不
断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继续办
好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把进博会办出水平、办出成效、
越办越好。三是提高进口便利化
水平，要进一步简化进口审批流
程，缩短通关时间，不断降低通
关环节制度性成本。四是加快推
进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培育
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区在促进进
口、服务产业、提升消费等方面
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3月 26日，贵
州省科技馆恢复对
外开放。该馆在暂
停团体接待、指纹
取卡、4D 影院暂
不开放的基础上，
实行严格的限时限
流、体温检测、查
验“贵州健康码”
等措施，保障疫情
防控和市民游客参
观安全。图为两位
市民正在贵州省科
技馆内体验“时光
隧道”。

赵 松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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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西上
林县各类企业逐步
实现有序复工，在
帮助当地恢复生产
的同时，促进当地
劳动力就业，帮助
贫困家庭实现就业
增收脱贫。广西上
林大染坊茧丝绸有
限 公 司 现 有 工 人
385人，其中 116人
是当地贫困户。图
为 3 月 26 日，该公
司工人在进行生产
作业。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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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徐
佩玉） 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香
港成功发行 100 亿元 6 个月期人民币
央行票据，中标利率为2.19%。

在近期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的
背景下，此次香港人民币央行票据发
行仍受到了境外投资者的广泛欢迎。
包括美、欧、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银行、央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和
多个国际金融组织踊跃参与认购，投
标总量超过350亿元，是发行量的3.5
倍。中国人民银行方面表示，这表明

人民币资产对境外投资者具有较强吸
引力，也体现了全球投资者看好中国
经济的信心。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香港人民币
央行票据的稳定持续发行有利于丰
富香港市场高信用等级人民币投资产
品系列和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工具，满
足离岸市场投资者需求，完善离岸人
民币收益率曲线，促进离岸人民币
货币市场发展以及带动其他发行主
体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推动
人民币国际化。

1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在港成功发行

本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聂
传清） 记者近日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简称中核集团） 获悉，截至
目前，中核集团累计向海外捐赠了包
括 K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护
目镜、隔离衣、防护面罩等在内的价
值约152万元的防疫物资。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核
集团在全力以赴做好国内公司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在集团公司总部的大
力统筹协调下，力所能及地向巴基斯

坦、日本、韩国、英国、法国、伊
朗、德国、捷克、西班牙、意大利、
纳米比亚等11个国家伸出援手。

“感谢您的国家对意大利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所给予的慷慨帮助。感
谢你，中国！”意大利核物理研究
院 里 亚 洛 国 家 实 验 室 高 级 教 授
Cosimo Signorini 近日向中核集团所
属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士张焕乔
发来电子邮件，简短的话语情真意切，
道出对中国无私援助的由衷感谢。

中核集团向海外捐赠152万元防疫物资上图：第二轮
试采平台“蓝鲸 2
号”喷出的火焰。

3月26日，自然资源部宣布，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轮试采取得成功
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在水深 1225 米的南海神狐海域，试采创造了产气总量 86.14 万立方米、日均产气量
2.87万立方米两项新的世界纪录。在水深1225米的海域，我国一举攻克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核心技术，
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水平井钻采技术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供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