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三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就业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科学回
答了做好就业工作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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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14亿人口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
发展的基本支撑。

“十三五”期间，在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
构性矛盾加剧，以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
调整任务加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就业能持续
保持稳定，难能可贵。

就业成绩斐然，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韧性
的不断增强、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政策的持续发
力，根本上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和科学决策。顺应时势、惠及民生，这是多年
来就业政策体系沿革发展的突出特征。“十三
五”期间，从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
策，到将稳就业摆在“六稳”之首，再到将就业
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全面发力，各方面
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不断强化。与此同
时，各地在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时，也把是否有
利于就业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以实现经济发
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从“好就业”到“就好业”的实现，看的不
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据，而是看广大就
业群体的就业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因

此，每一项政策的制定，都要与时俱进地回应社
会期待。我国重点就业群体面广量大，近年来围
绕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各类就业群
体，国家相继推出一系列富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
和扶持政策。无论是在校或离校未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自愿接受服务登记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业困难人员，还是需要兜底帮扶的特殊群体人
员，都能从细化政策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做好

“最后一公里”，确保就业服务全覆盖、无盲区，这
是保障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的一个前提。

展望“十四五”，我国稳定就业仍将长期面
临总量和结构压力。要持续做好稳就业工作，
未雨绸缪将是科学决策、精准施策的前提和基
础。从大环境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新
的劳动形态、新的就业方式、新的创业路径不
断涌现出来。针对这些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新
情况、新问题，不仅要做好就业工作，更要补齐
短板、顺势而上，不仅为兜住民生底线贡献力
量，也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助力。

（据《经济日报》）

从“好就业”向“就好业”转变
●韩秉志

就业是民生之本，与亿万人切身利益紧密
相关。

情牵百姓、心系民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就业。如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资源枯竭型
城市怎样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贫困群众易地
搬迁后有没有稳定就业？高校毕业生工作找得
怎么样？如何培养更多专业技术人才？这些问
题，总书记始终念兹在兹。

“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雨歇晚霞明，风调夜景清。秋日的傍晚，壮
美的火烧云出现在北京的天空，引得路人驻足
观赏。

顺丰“快递小哥”齐南南无暇欣赏美景。“从
早上7时多到现在一直没休息，晚上8时结束取
件还得回网点装车发货，回家起码得9时。”

同为顺丰北京石头胡同营业站的快递员，
刘阔也坚守在自己负责的琉璃厂片区。“一个
字，忙！现在每天收派快递300件。”

虽然很辛苦，但齐南南和刘阔似乎有使不
完的劲儿。“总书记把我们比作‘小蜜蜂’，特别
形象，也让我们心头暖暖的！”

2019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北
京市前门石头胡同服务点的“快递小哥”时说，

“快递小哥”工作很辛苦，起早贪黑、风雨无阻，
越是节假日越忙碌，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
的劳动者，为大家生活带来了便利。

“勤劳的小蜜蜂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我
们把工作做好，方便大伙儿的生活，也能实现自
己的价值。”如今，齐南南、刘阔的干劲更足了。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
程。总书记在看望“快递小哥”时强调，“要坚持
就业优先战略，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要积极挖掘各行业尤
其是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就业新潜力。

就拿快递业来说，“十三五”期间，我国快递
业连年迈上新台阶，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今
年以来，快递业继续提供大量就业岗位，齐南
南、刘阔所在的顺丰速运，仅今年上半年新增用
工人数就达23.3万人。

“快递小哥”的就业质量也在提升。“公司帮

我们上了社会保险，心里踏实多了。你看我们
的装备，也越来越先进。”刘阔说，现在电子面单
已完全取代纸质面单，公司配了扫描设备、便携
式打印机，干起活来更顺手。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
而言，要在转型发展中更加重视民生问题，为群
众就业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辽宁省抚顺市有着百年煤炭开采史，是典
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在抚顺，市民吴悦工作
有了着落，生活也有了奔头。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抚顺
东华园社区，在陈玉芳家同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唠
家常。“总书记很关心就业问题，特意问了我和我
丈夫的工作情况。”陈玉芳的小女儿吴悦说。

“当时我在家全职带孩子，丈夫赶集卖过
货，也开过翻斗车，生活压力不小。”吴悦一直没
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也成了陈玉芳的最大心事。

了解到吴悦的情况后，东华园社区主动上
门提供就业服务，最终帮吴悦介绍了一份在物
业公司的工作。

“总书记对我们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就业问
题非常关心，我们基层社区要进一步发挥好作
用。”东华园社区书记王淑华说，“我们通过走访
家庭了解就业需求，也与辖区内用工单位建立
联系，掌握用工和空岗情况，形成精准对接。”

从家步行5分钟，过一条马路就到单位。每
天早上8时，吴悦都准时到达抚顺市澳海澜庭小
区物业前台，开始一天的工作。

“基本闲不着，每天要接几十通电话，周末
更忙，不过感觉很充实。”吴悦对现在的工作挺
满意，“每月多了我的这份工资，家里能宽裕不
少。”

千方百计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
业。“十三五”期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就业形势持续稳定，2016年至2019年城镇
新增就业年均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牢牢守住
就业基本盘。

“让乡亲们过上令人羡慕的田
园生活”

“总书记在这仔细端量好久嘞！”走进孙观
发家，鲜红的脱贫光荣证挂在厅堂显眼处。

2019年5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孙观发家

中，关切地询问收入怎么样、儿子儿媳在哪里就
业等。孙观发一五一十作了回答。“总书记听了
很高兴，鼓励我们好好干！”

对于贫困群众来说，一人就业往往能带来
全家脱贫。

2016年7月20日，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
作座谈会上指出，增加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
脱贫方式。如何让农民特别是贫困户有活干、
有钱赚，潭头村想了不少办法。

“总书记考察之后，我们一合计，认为必须立
足潭头村优势，发展产业促就业。两个月后，潭
头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挂牌，162户村民加入，每
户出股金2000元，发展民宿、特色农家乐和红色
研学旅游。”潭头村党支部书记刘连云介绍。

“真没想到！老汉我七十有一还能创业。”
孙观发说，2019年7月，在村里统一规划下，孙
观发把自家三层小楼改造成精品民宿，四间标
准客房全配上了空调和热水器。游客纷至沓
来，有时得提前一个月才能订上房。

客人来了，美食不可少。孙观发与返乡的
弟弟孙冬发商量，开一家特色餐馆，主推潭头村
的富硒蔬菜。

步入这间红色主题餐厅，每个包厢都以红
军长征渡口命名。红色的故事、绿色的食材，孙
观发讲得绘声绘色，游客们吃得津津有味。

“过去，许多村民外出打工讨营生。如今村
里有了产业，回来就不愿走了！”孙冬发黝黑的
脸上泛起笑容。“那是！总书记在咱潭头村讲
了，让乡亲们过上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我们
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孙观发接过话茬，爽朗
的笑声在屋里回荡。

对于易地搬迁群众来说，只有乐业才能真
正安居。

走进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富民新村村民李
应川家，窗明几净，家电齐全。2019年8月21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李应川家，屋里屋外
仔细察看。在富民新村考察时，总书记强调，让
易地搬迁的群众留得住、能就业、有收入，日子
越过越好。

“总书记的话，说到咱农民心坎里了！”李应
川激动地说。

李应川的老家在横梁乡横梁村，山大沟深，
生活不便。启动移民搬迁后，他2018年5月搬
进新家，住上了90多平方米的新房。

住进新房很开心，可新鲜劲儿过后又犯了
愁。“没活干，收入就提不起来。只能在附近打
打零工，挣不了几个钱。”

总书记考察之后，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建起
230座日光温室蔬菜大棚，发展产业为村民提供
就业新途径。“我家也建了一座大棚种辣椒，吊
绳、施肥、通风都自己干！”李应川说，今年7月他
把第一批辣椒卖了，刨去成本净赚1万元。“乐业

才能安居嘛！”他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李应川还计划和6户村民合作，成立一个养

殖合作社，吸纳更多乡亲就业。“我的愿望就是
把蔬菜大棚种好，把牛羊养好，把日子过得更
好，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

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多管齐下保障贫困
群众就业。2016年至2019年，全国累计帮扶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1213万人。

“只要有志向就会有事业，只要
有本事就会有舞台”

毕业离校前，路过实训楼，甘肃省张掖市山
丹培黎学校2017级学生钱莉的思绪，又回到了
1年多前。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丹
培黎学校考察。“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
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
工匠。”总书记对同学们说。

提升素质，让劳动者有更强就业能力。
“总书记给我们上了一堂人生大课，让我对

未来充满信心，技术人才大有前途！”钱莉说。
经过3年学习，钱莉电脑办公能上手，电焊

作业能拿下。去年的张掖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技能大赛，她得了二等奖。“有了技术，找工作时
竞争力强多了。”

“没想到总书记会走到我跟前！”钱莉的同
班同学曾学成激动地回忆，“总书记对我们说，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希望你们继承优良
传统，与时俱进，认真学习，掌握更多实用技能，
努力成为对国家有用、为国家所需的人才。”曾
学成说，通过在校学习，他有了理论储备，更锻
炼了动手能力，“手脑并用”，上手快、效率高。

去年7月，山丹培黎学校机电专业的学生按
照学校计划，到江苏镇江做焊接岗位的顶岗实
习生。顶岗结束前，不少同学都收到了企业提
供的聘用机会。

“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前景广阔、大有可
为。这些年，学校和多所省内外学校、企业在学
生就业、教师培训和专业建设等方面建立合作
关系，我们对职业教育的信心越来越足。”山丹
培黎学校校长彭东军说。

在山丹培黎学校向西不到1公里的地方，一
所崭新的培黎职业学院正在拔地而起，首期计
划招生500人。

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今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肯定他们
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对广大高校毕业生提
出殷切期望。

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社
会各界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采取有
效措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千
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热情支持高校毕业
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总书记的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很多
同学选择到边疆基层工作。”克拉玛依校区2020
届毕业生王怡凝说。

“毕业生就业工作，片刻耽误不得。”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陈大恩说，今年毕业季，学校及时收集和
推送招聘信息，多次举行线上双选会，积极帮助
毕业生参加线上招聘、面试等。

在日常教学中，学校还聘请油田劳动模范
和生产一线专家担任学生导师，组织学生深入
一线参与生产，帮助学生树立扎根基层、奉献青
春的择业就业观念。截至目前，校区已就业毕
业生369人，总体就业率84.83%。

千方百计为高校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筑路
搭桥。2016年到2019年，我国应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和创业人数连年实现双增长，年底总体就
业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总书记指出，只要有志向就会有事业，只
要有本事就会有舞台。总书记的这句话成了我
的座右铭！”在校期间，王怡凝多次到钻采平台
等实地学习，坚定了留在基层工作的决心。“广
阔的基层就是我的舞台！”她对未来充满憧憬。

（据《人民日报》）

这五年，就业门路更宽广

“十三五”期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就
业政策，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

新增就业超6000万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十三
五”期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000
万人，劳动参与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始终处于
较高水平。

就业稳则社会稳
2016年至2019年

我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
业5378万人，每年城镇新增
就业保持1300万人以上。

疫情之下，就业形势保持向好态势

今年1至8月，我国城镇
新增就业781万人，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的86.8％。

781万人
86.8％

就业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十三五”期间，各
级财政总投入就业资
金3419.92亿元。特
别是疫情期间推出的
一系列减税降费、稳岗
返还、参保职工技能提

升补贴等举措，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就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5年来，我国就业方式更加多元、结构
更为优化。网约配送员、直播销售员、数字
化管理师、装配式建筑施工员……“十三
五”期间，一大批新
职业快速涌现，不断
创造就业新机会，吸
纳就业人员规模持
续扩大，成为就业
“蓄水池”。

兜住就业底线
2016年至2019年

全国累计有2209万城
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帮
扶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1213万人。

截至2020年6月末，
全国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830万人，

超过去年全年的总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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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6000万人：

城镇新增就业
筑牢民生之基

走进天津市武清区三间房村村民杨海忠的
家，干净宽敞的大院让人眼前一亮。车库里停放
着杨海忠买菜进货用的农用三轮车，走进屋内，各
式各样的家具也一应俱全。

“要是没有驻村帮扶组的帮助，不知再过多少
年我才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三年前，杨海忠还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墙面
露着红砖，屋里除了一张能睡觉的床之外没有一
样像样的家具，家中甚至连一台彩色电视机都没
有。杨海忠的妻子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儿子又患
有视力残疾。家里离不开人，杨海忠只能靠在村
里卖菜维持生计，微薄的收入也全部用在了给妻
子和儿子看病上。

残疾与贫困交织，像一块巨石，压得杨海忠透
不过气来，而驻村帮扶组的到来改变了他的生活。

2017年，天津启动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
工作，来自天津市残联的帮扶组入驻三间房
村。帮扶组将杨海忠家的情况反映给天津市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发动社会力量募集善款。解
决了资金问题，帮扶组开始组织人手马不停蹄
进行施工，仅用了20多天的时间，破旧的老房
就变成了宽敞的新房，昏暗的灯泡换成了明亮
的节能灯、坑洼的地面铺上了平整的瓷砖……

解决了杨海忠的房屋问题，帮扶组又注意到
杨海忠的儿子杨光因为视力残疾，一直没有就
业。随后，帮扶组结合残疾人就业的相关政策，为
村里的11名符合就业条件的残疾人解决了就业
问题。杨光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让杨海忠的心
里踏实了不少。

“以前总想着我要是倒下了，孩子谁来照顾，

他有了这份工作，不仅让我们家多了一项经济来
源，也让我了却了一桩心事。”杨海忠说。

其实不仅仅是杨海忠的家，在帮扶组到来之
前，整个三间房村的人居环境都是出了名的差。

“三间房，两座桥，泥水大街一条条”就是这个村的
真实写照。杨海忠介绍，过去一下雨屋子就进水，
出去进货就像“走在泥浆里”。

为了改善村里的人居环境，帮扶组带领村民
们修道路、改厕所，铺设污水管道……经过多年努
力，三间房村的村容村貌、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截至目前，全村村民全部用上了冲水
马桶，家家用上了电热水器，5000平方米的乡村
道路也完成了全面改造提升。除此之外，帮扶组
还引进培植绿植约2万株，让村里的绿化率达到
了32％。

如今，杨海忠会在傍晚到村里新建成的花园
广场上散散步，每天晚上，这里都会有人跳跳舞，
聊聊天。“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也就有‘奔头儿’
了，我们干起活来也越来越有劲儿了。”杨海忠笑
着说。

“杨海忠们”有了全新生活
●新华社记者 尹思源

云南昭通靖安新区的搬迁农民王仕坤
在制作奶茶（8月8日摄）。

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摄

10 月 7 日，在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
平溪街道办事处康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的扶贫车间，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在组装一
次性打火机。 新华社记者 杨楹 摄

在新疆特克斯县也什克勒克村刺绣
合作社，村民在制作纺织品（7月3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