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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记者齐中熙 叶昊鸣）就
业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社会的“稳定器”。今年以
来，我国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但与此
同时，经济运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
力有所加大。

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了《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相关情况，并就
当前和今后就业工作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确保就业大局稳定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张义珍表示，当前，我国就业局势总体稳定、稳中
有进，但“稳中有变、稳中有难”。为确保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成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国
务院印发了意见，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对新
时代就业工作作出了新的部署，做好当前形势下的
就业工作，确保就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
义。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要求做好“六稳”
工作，把稳就业放在第一位。这个文件就是将中央
对于就业工作的明确要求转化为具体政策措施的一
种体现。

二是积极应对新形势、新挑战。今年以来，我国
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与此同时，国内外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增多，对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和就业带来一些
影响。再加上就业领域固有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
盾，劳动者对高质量就业、自主创业的需求日益增加，
这些都对就业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都需要进一步加大
政策力度，完善措施保障。

三是集聚形成促进就业的合力。就业工作点多
面广，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各级政府
压实责任，各个部门密切配合，也需要各类企业和各
类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因此，需要通
过统一部署，推动形成各方共识，凝聚稳定和扩大就
业的合力。

稳就业打出政策稳就业打出政策““组合拳组合拳””

稳就业先要稳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张义珍介
绍，为了推动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大对企业稳岗的支持力度。此次出台的《意
见》中提到，对于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以返
还其上一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其中面
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有望近期得到恢复的，加大
返还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的问题。

加大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的支持力度。充分发
挥国家和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鼓励各地优
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低费率担保支持，提高
其贷款的可获得性。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将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额度，从200
万元提高到300万元，提高幅度达50%，可以更好地满
足企业融资需求。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连
续出台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政策。如失业保险方面，国
务院已经决定要继续实行阶段性降费政策，这对于企
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此外，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还推出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这些政策相
互结合，将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帮助企业缓解
融资难等问题。

压实责任抓好政策落实压实责任抓好政策落实

这次文件包括了许多新的政策措施，也有一些新
招实招。下一步，抓好政策落地是关键。张义珍表
示，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压实责任。

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要建立由政府负责人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参与
的工作机制，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台具体实施办
法，做好本地区促进就业的相关工作。

明确部门组织协调责任。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
能职责，积极出台措施，开展专项活动，共同做好促进
就业的相关工作。目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会
同发改委、财政部出台了《关于推进全方位公共就业
服务的指导意见》，也印发了《关于开展2019年全国公
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的通知》，作为国务院文件的配
套措施。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会有一些配套措施陆
续出台。

切实抓好政策服务。各地、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
向社会公布政策清单、申办流程、补贴标准等，并向申
请享受政策的困难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建立实名管
理服务信息系统，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张义珍说，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地需要资金保
障，要用足用好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职
工教育经费等各类资金渠道。同时，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还专门从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中
安排一部分资金，专项用于当前稳定和促进就业相
关工作。

人社部详解稳就业系列政策
新华社重庆12月5日电

（记者柯高阳 周文冲）记者从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
中心了解到，包括渣滓洞、白
公馆在内的重庆红岩文化景
区自 12 月 5 日起试行网上实
名预约免费参观，2019 年 1 月
1日正式实行。

重庆红岩文化景区是以
红岩精神、抗战文化、统战
文化为主要特色的红色旅游
精品景区，由著名的渣滓洞
监 狱 旧 址 、 白 公 馆 监 狱 旧
址、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
山烈士陵园、中国民主党派
历史陈列馆等 40 余处革命遗
址组成，现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国家级抗战纪念
设施遗址、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

景区负责人介绍，实行预
约免费参观旨在确保文物遗
址安全和红色旅游参观效果，
进一步提升景区旅游服务水
平。景区每日预约人数将以最
大日承载量为限，其中渣滓洞
景区最大日承载量为8000人，
白公馆和松林坡景区最大日
承载量合计为7000人。

景区提醒，参观游客可
通过重庆红岩联线官网或微
信公众号提交预约信息，预
约 成 功 后 将 生 成 入 园 二 维
码，游客凭入园二维码或预
约时使用的身份证件进入景
区参观。

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等景区

实名预约参观

12月5日，河北省安平县志愿者（左）为环卫工人送上热水。
当日是国际志愿者日，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寒冷冬

日给市民们送去温暖。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消息，12月5日，在中央反腐败
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
调下，经福建省反腐败协调小组和厦门市
反腐败协调小组不懈努力，外逃职务犯罪
嫌疑人、厦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郑东强回
国投案自首。

郑东强，男，1953 年 9 月生，厦门市公
安局党委原副书记、原副局长，涉嫌受贿
罪。2016 年 1 月外逃。据介绍，这是中央

追逃办对外公布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
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之后，第4名到案
的外逃人员。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重申，将继续加大
追逃追赃工作力度，有逃必追，一追到底，
并再次正告境外在逃腐败分子，彻底放弃
幻想，抓住《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
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最后期限，尽快投
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厦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郑东强回国投案自首

新华社杭州12月5日电（记者唐
弢）“浙江温州乐清一男孩失联 5 天，
家人悬赏50万求线索”一事近日引发
社会关注。乐清市公安局5日通报，失
踪男孩黄某已于12月4日22时48分找
到。经初步查明，此“失联”事件是
该男孩母亲故意制造的虚假警情。

过去几天，许多乐清人的微信朋
友圈被一则寻人启事刷屏。11月30日
19时13分，乐清市公安局接市民陈女
士报警求助称：其儿子黄某于30日下
午在城东街道某小学放学回家途中失
联。

于是，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纷纷
行动起来，网友们相互转发、打听，
真切地希望能早日找回失踪的孩子。
许多志愿者也在许多小区、公园、网
吧、河边、山上等地点不间断地排
查、寻找。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两级党委
政府和公安机关在得知消息后也高度

重视，立即启动重大警情处置机制，
以最高等级组成联合调查组，投入大
量警力，全方位开展查找工作。

当乐清“失联”男孩黄某平安找
回后，社会各界持续高度关注。经温
州、乐清两级公安机关查明，男孩母
亲陈某 （33 岁、城东街道云岭村人）
因与在外经商的丈夫存在感情纠纷，
为测试其丈夫对其及其儿子是否关
心、重视，蓄意策划制造了该起虚假
警情。

根据调查，11 月 30 日晚 18 时许，
陈某与已放学回家途中的儿子黄某取
得联系后，在虹桥镇沙河路附近碰
面，陈某嘱咐黄某按照她的安排待在
其事先准备好的四轮电瓶车内，不要
下车回家，并把车钥匙和事先准备好
的食物交给黄某。

在安排好黄某后，陈某于19时13
分，到虹桥派出所虚假报警求助。警
方接报后，调集了大量警力，开展查

找工作。陈某还通过微信朋友圈等网
络媒体发布求助信息。期间，陈某将
藏匿黄某的四轮电瓶车转移停放地
点，最后将其儿子黄某转移至城东街
道云岭村，直至黄某被警方找回。

乐清警方表示，鉴于陈某蓄意藏
匿其儿子黄某，并到公安机关虚假报
警，且在各方查找期间，继续假装配
合搜寻，其行为已严重透支了社会诚
信和良知，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已涉嫌编造故
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公安机关将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乐清警方特别提醒：孩子
是纯洁的、无辜的。家庭和社会都应
该为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
的环境，不要因为我们的任性伤害孩
子，更不能造谣、信谣、传谣。

目前，陈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
虚假信息罪已被乐清市公安局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新华社哈尔滨12月5日电（记者
程子龙） 受强冷空气影响，黑龙江省
出现了“极寒”天气，全省寒潮预警
等级升级为橙色，4日漠河市劲涛镇出
现了零下41.1摄氏度的天气。

黑龙江省12月初出现罕见的“小
阳春”暖天气以及降雨，在强冷气流
冲击下，在 3 日被逆转。黑龙江省气
象局将寒潮预警蓝色信号升级为橙色
信号，同时指导个别地市发布最高级

别的寒潮预警红色信号。
3 日 8 时至 4 日 8 时，全省大部分

地区降温幅度超过12摄氏度，其中大
兴安岭北部、黑河北部、伊春北部局
地降温幅度超过20摄氏度。大兴安岭
北部地区最低气温普遍在零下35摄氏
度以下，漠河市劲涛镇出现了零下
41.1 摄氏度的“极寒”天气，空气中
出现“冰晶”。

处于南端的省会城市哈尔滨市

最 低 气 温 也 降 至 零 下 20 摄 氏 度 以
下，表现出“滴水成冰”的天气状
况。大街小巷，人们一身“重装”
打扮。

5日，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气温仍
在下降，伊春市五营区和嘉荫县以及
佳木斯同江市和富锦市仍处于寒潮蓝
色、黄色预警中。气象部门预计低温
将持续到7日。

黑龙江现零下41.1摄氏度极寒天气

浙江乐清“失联”男孩已找到

警方通报系家长虚报警情

国际志愿者日爱心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