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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
部分行业及人群就业承压

去年底从深圳富士康辞职的小方遇
到就业困难。不久前，他在广东一家外
贸企业找到工作，但外贸订单由于国外
疫情影响被撤销，他作为小时工被裁，再
度失业。

小方的经历不是个案。新冠肺炎疫
情突如其来，就业遭遇冲击，部分行业和
人群就业承压。

“这就像在考验人绝处求生。”小方对
记者说，尽管现在依靠住廉价床位和送
外卖维持，但看到就业数据和政府的切
实行动，对未来找到稳定的工作仍然抱
有信心。

数据透出就业“回暖”信号。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人员 229 万人。3 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 5.9％，比 2 月份下降 0.3
个百分点。其中 25岁至 59岁群体人口调
查失业率为 5.4％，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 0.5 个百分点。31 个大城市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 5.7％，与上月持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
尽管疫情冲击严重，但全国没有发生大
规模裁员的情况，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求不是特别
强劲，包括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高校毕
业生在内的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针
对这种情况，今年国家一直在推出就业
优先的政策，并不断加大落实力度。

我国有 2.9亿名农民工，其中 1.7亿人
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
月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 12251万
人。此外，今年高校毕业生以 874万人的
规模创历史新高。

面对挑战，稳就业政策持续发力。近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抓好
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把高校毕
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近日发布报
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度，我国劳动力市场
受 到 较 大 影 响 ，招 聘 职 位 数 目 下 降 明
显。但 3 月份招聘职位数目下降的幅度

相比 1 月份和 2 月份的下降幅度有所缩
小，积极措施的效果已在一些行业中显
现。

复工复产
激发就业新活力

“哒哒哒……”，晚上将近 9 时，江苏
省宿迁市龙河镇姚庄村村民刘红还在屋
里踩着缝纫机，给村里的床上用品加工
厂做缝纫。

“工资是计件的，多干点活，一天能有
130 元到 140 元的收入。”刘红告诉记者，
丈夫前几天刚去浙江工地打工，家里公
公婆婆、读高中的女儿和读小学的儿子
都需要自己照顾。疫情以来，当地鼓励
加工厂分解生产环节，把缝纫机送到家
里，企业安排专人上门收送料，使得工人
足不出户也能工作。

龙河镇紧邻宿迁经济开发区，开发区
的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龙河镇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所潘建军说，全镇劳
动力约 2.7 万人，除了外出就业，需要在
本地就业的有 1.5 万人，依靠电商产业、
食品厂等加工企业，包括 300多名就业能
力有限的重度残疾人员，目前全部实现
就业。

中小微企业的企稳和复苏是稳就业
的前提。企业在，岗位在，就业才稳。

“真金白银”援企稳岗，“点对点”组

织返岗，减税费、增信贷、降成本、缓期
限……中央和地方从财税、金融、社保、
外贸等多个方面出台政策，帮助企业纾
难解困、复工复产。

全国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数据显示，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企 业 平 均 开 工 率 已 达
99％，民营企业复工率达到 91.39％，中小
企业复工率达到 84％。

随着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岗位快
速释放。3月 20日，人社部百日千万网络
招聘专项行动启动，截至 4月 9日，124万
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 1162万个。

“春节以来，我在线上给多家单位投
了简历，目前已经收到两家单位的回复
了。”西藏民族大学 2020届学生罗布旺杰
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卢海说，
3月份已经观察到部分行业、部分企业的
招聘需求开始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表
明疫情对一些行业的影响是暂时的，疫
情得到控制后就会逐渐恢复，这是当下
就业的好消息。

积极应对
打赢就业“保卫战”

从疫情初期返岗困难、物流受阻，到
后续企业资金紧缺、经营遇困，再到国外
疫情加重高出口行业受冲击，防疫期间
就业形势瞬息万变、挑战不断。

江苏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张泓说，目前通过社保减免、失
业保险返还、稳岗补贴等，企业资金链压
力得以缓解。但国外市场萎靡和原料进
口受阻依然影响企业生产，从 3月底有部
分员工开始休年假。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随着国外疫情
发展，出口外向型企业和出口企业中的
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受到疫情冲击严重。
不少出口企业经营者表示，希望国家能
够视国外疫情情况加强政策支持，人社
部门和劳务公司能够帮助更多企业探索
开展共享用工，以发挥“劳动力蓄水池”
功能，防止因暂时困难造成员工流失。

织密就业保障网，需要继续加强政策
精准度。卢海说，对于不同行业、不同规
模的企业，可从信贷、税收、社保、补贴、
合作、转型等不同角度采取扶持措施，

“有些行业面临长期甚至永久的影响，有
些是短期影响；有些企业面临盈利小幅
度下滑，而有些企业面临生死存亡。”增
强政策的精准度，使政策支持与市场机
制形成相互配合的效果，有助于提高相
关措施的实施效率。

应对疫情影响，托底民生，要对困难
群众进行扶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表示，国务院实施
了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限、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政策、阶段性
提高价格临时补贴三项新举措。

稳就业，有压力、有挑战，但牢固的经
济基础是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的“底盘”。
近年来，各类新经济蓬勃发展，就业新形
态和新就业机会不断涌现，创造更多就
业岗位；服务业保持较快发展，吸纳就业
能力不断增强；创业创新持续推进，市场
主体数量持续增加，将继续发挥带动就
业“倍增器”作用。

“疫情对就业影响是短期的、可控
的。要看到，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
潜力和回旋余地，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变，就业市场有条件保持稳定。”国家
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说。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新华社成都4月19日电“人的一生不
在于他能活多久，而在于有生之年给社会
留下什么。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老百
姓奉献终生，哪怕是死，也要赶在死之前交
出满意答卷。”这是文建明生前说的话。

文建明，1963年生，1987年 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生前系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委
常委、城南镇党委书记。

上世纪 80 年代初，文建明从南充农学
院毕业后，毅然放弃城里工作机会回到农
村，一干就是 30 多年。他先后在 8 个乡镇
做过党政“一把手”，每到一处都开创出风
清气正、干群融洽的局面。

2003年，文建明到城南镇任党委书记。
当时的城南镇被称为“城烂镇”，班子涣散、
账务混乱，上访多、治安差，社会矛盾突出。

文建明深知，只有发展，才能真正解决
问题。他带领干部群众发展葱、蒜苗等“作
料产业”；同时，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引
进一批个体私营业主，新办 130 家个体私
营企业，建成“农资供销一条街”“饮食服务
一条街”“建材加工一条街”“农机钢材一条
街”……城南镇一跃成为全县有名的富裕
和谐示范镇，人均纯收入从 2002 年的 2130
元提升至 2010年的 7780元。

通过对长期乡镇工作经验的不断总结
完善，文建明创造性地推行“三制三定三教

育”和“两下两集中”工作法，并在全国乡镇
得到推广。他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
等称号。

2003 年，文建明就被查出患有早期肝
硬化，家人和同事都劝他好好治疗，可他
总是以“工作忙”为由一推再推。2005 年，
文 建 明 被 查 出 患 有 原 发 性 肝 癌 ，此 后 8
年，先后接受了 38 次手术。“只要活着一
天，就要活得有尊严，活得有价值，活得有
精神”，他一边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一边
拼命工作。

2014 年 1 月 25 日，51 岁的文建明因病
医治无效辞世。上千名干部群众赶到营
山县殡仪馆泪别这位一心为民的好书记。

文建明的精神激励着党员干部砥砺前
行。“我们要像文书记那样奋发有为、努力
工作，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营山县小桥
镇党委书记白秀华说，他们借鉴“文建明工
作法”，推行民情收集卡、工作汇报卡、民主
测评卡“三卡”制度，着力解决社会热点难
点问题，广受群众好评。

激发活力 积极应对

全力以赴打赢就业保卫战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六稳”之首
的就业，关乎百姓生计，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千方百计稳住就业基本盘。从中央到地方，从个人到企业，各方
全力以赴、积极应对，展开一场就业“保卫战”。

新华社昆明4月19日电 据中国
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中老
昆万铁路国内段景宽 2 号隧道 19 日
顺利贯通。这是中老昆万铁路国内
段贯通的首个超大断面隧道，也是中
老昆万铁路国内段全面复工后取得
的重要进展。

据了解，景宽 2号隧道长约 4.6公
里，位于云南省景洪市境内，该隧道
出口结构由双线变三线再变单线，出

口端有一段长 80 米，开挖断面达 249
平方米，比一般铁路双线隧道断面大
100平方米左右。超大断面设计主要
是为以后扩建新线预留接轨条件，在
接轨点分岔，可以新修一条铁路线。

据介绍，中老昆万铁路国内玉溪
至磨憨段全长约 508 公里，预计 2021
年底与老挝段磨丁至万象铁路同步
建成开通。届时，昆明至老挝首都万
象有望实现夕发朝至。

“赶在死之前交出满意答卷”
——勤政为民的好书记文建明

中老昆万铁路国内段
首个超大断面隧道贯通

44月月1919日日，，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的建设者庆祝中老铁路景宽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的建设者庆祝中老铁路景宽22号号
隧道胜利贯通隧道胜利贯通。。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