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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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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冲击疫情冲击 部分行业及人群就部分行业及人群就
业承压业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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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 激发就业新活力激发就业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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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应对积极应对 打赢就业打赢就业““保卫战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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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31 省份均已公布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常住人口数据悉数出炉。

广东连续14年独占榜首

数据显示，广东、山东两省
2019年常住人口均过亿。广东以
1.1521亿常住人口位居全国首位，
山东1.007亿常住人口紧随其后，
河南以9640万常住人口名列第三。

梳理发现，广东自 2006 年以
来，已连续14年独占常住人口榜
首宝座。2019年，在常住人口增长
方面，只有广东、浙江两省份突破
百万大关。广东、浙江常住人口比
2018年末分别增加175万、113万。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 2019 年
人口流入 84.1 万人，超过广东的
82.62万人，成最吸引人的省份。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苏剑对中新经纬客户端表
示，常住人口增加与两方面因素
有关，一是自然生育率，二是人口
流入数量，常住人口增加与当地
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经济越
发达，吸引外来就业的劳动力就
越多。

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智新认为，
广东、浙江常住人口增加核心原
因跟它的经济结构有关，自然气
候、地理环境只是辅助条件。广

东、浙江当地民营经济活跃，吸引
大量劳动力就业，导致大量外来
人口流入。

京黑吉辽四地常住人口负增长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3.6万，
比上年末减少0.6万人，北京市常
住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

此外，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份常住人口分别减少21.8万、13.33
万、7.6万，三地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
分别为－1.01‰、-0.85‰、-0.80‰，
均为负增长。

苏剑解释称，北京常住人口
减少是政策的结果，根据《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严控人
口。而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份
常住人口负增长是由于两方面原
因：一方面是人口流出，另一方面
自然增长率低。

张智新认为，东北地区经济
活跃度不及东南沿海地区，创造
就业机会有限，造成人口流出。
此外，还有部分人出于对气候、地
理环境要求，呈现外迁的趋势。

13省份城镇化率超6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 84843 万
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为60.60%，城镇化率首次突

破60%大关。
分省份看，截至2019年末，上

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
辽宁、重庆、福建、内蒙古、山东、
湖北、黑龙江等13省份常住人口
城镇化超过了60%。其中，上海、
北京、天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
超过80%。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9年，
仍有18省份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未来如何提高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
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到，深化
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
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
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
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
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
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苏剑建议，部分城市可放开
户籍限制，打破人口流动各种障
碍，让外来人口享受同等的公共
服务。

在张智新看来，要打破一些
壁垒，比如说户籍、住房壁垒，更
重要的是把要素市场理顺。针对
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教育、医
疗、住房需求因势利导。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
者陈聪 李延霞）农业农村部种植
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华19日说，
从春播情况看，截至4月18日，全
国春播粮食已经完成意向面积的
21%，进度比去年快 1 个百分点，
相信只要季季紧抓、环环紧扣，今
年粮食能够实现稳产保供。

刘莉华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春
播的粮食面积是全年面积的一半
以上，目前早稻育秧已经结束，大
田播栽已过八成，进度比去年快了
2.4个百分点。目前秧苗长势比较
好，为恢复双季稻生产开了好头。

关于我国粮食储备问题，刘
莉华说，目前我国粮食储备充足，
口粮完全自给，米面随买随有。

今年4月19日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谷雨。刘莉华说，按照农时，
谷雨之后春播就大面积进入高
峰。她说，农业农村部将继续抓
紧抓实抓好春耕生产各项工作，
指导农民把意向面积落地、把关
键措施落实，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今年的春播任务，夺取夏粮丰收，
赢得全年粮食丰收的主动权。

记者从19日下午举行的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4月以来湖北农产品产销形
势日趋向好，其中茶叶销售进度
已达71.8%。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一级巡视员陈萍介绍，疫情发生
以来，农业农村部组织电商企业
开展爱心助农活动，推出了流量

支持、优惠贷款和运费补贴等各
项措施，助力卖难农产品快速销
售。截至 4 月 17 日，各大电商平
台累计销售湖北农产品 79.6 万
吨，撮合线上交易达1280万次。

“疫情发生以来，农业农村部
高度关注湖北农产品的产销情
况。”陈萍说，农业农村部一方面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下达农业生产救
灾资金2.13亿元，支持湖北蔬菜等
农产品市场供应。另一方面千方
百计地扩大采购规模，举办了3场
视频产销对接活动，“一对一”“点
对点”解决湖北农产品卖难问题。

据陈萍介绍，近期农业农村
部将再度启动湖北特色农产品系
列促销活动，助力解决湖北农产
品产销问题。

全国没有发生大规模裁员情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今年粮食能够实现稳产保供

31省份常住人口数据出炉
粤浙年增百万 四地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