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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措 并 举 稳 定 就 业 局 势
深 化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改 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采访

☞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2018 年，就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就业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就业局势保持
总体稳定。

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新增就业情况较好。
——失业率保持在低位。
——岗位供给总体大于求职人数。

☞☞ 全力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2019年，在稳就业方面将突出一条
主线，着力在四个方面下功夫。

突出一条主线，就是突出实施就业
优先政策这一主线，坚持把就业作为经
济发展的优先目标，采取更加积极的就
业措施，抓重点、调结构、守底线，推动实
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循环。

重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为企
业减负担增活力上下功夫。二是在突出
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上下功夫。三是在强
化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技能上下功夫。
四是在保障权益兜牢底线上下功夫。

☞☞ 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
发展

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社会
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强化兜底保障功
能，坚持完善制度、守住底线，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多措并举促进养老保险制度
可持续发展。

一是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扩大覆盖
范围，增加基金收入。

二是实施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在加
快推进省级统筹基础上推进全国统筹，
合理均衡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

三是推动基金市场化、多元化、专业
化投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四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
金，提升基金抗风险能力。

五是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满
足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障需求。

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

发 展 电 动 汽 车
需加强顶层设计

当前，我国电动汽车已经进

入产业化阶段，将给社会各方面

带来深刻变革。制定一个经科学

论证的顶层设计和时间表，给市

场和社会应有的预期，是推进汽

车革命走向成功的牛鼻子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总结了2018年经济工作，直面经济
下行压力、突出经济运行主要矛盾，
部署了2019年各项经济工作，着重
强调进一步做好“六稳”工作，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振市场信
心，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大局稳定。这对分析研判当前经济
形势，做好2019 年经济工作，都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
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基本判
断上特别提到了“变中有忧”，直
面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
经济下行压力

一是直面经济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充分肯定
2018年以来取得不易成绩的同时，在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的基本判断上特别提到了“变中有忧”，直面当前复杂严峻的
外部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对中美贸易风险这个当前经济发
展的最大变数也没有避而不谈，而是直言不讳，并指出这些问
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
有结构性的。在充分研判当前经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会议
明确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
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这样增加忧患意识、直面问题，正是积极做好政策应
对、稳定预期的第一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
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中的主
要矛盾是经济结构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即
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

二是突出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当前，我国经
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高速增
长阶段，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经济总量的问题，解决主要
矛盾就是解决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需求侧。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
经济结构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即重大结构性失
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并要着重在“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即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
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面对经
济下行压力和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当下我们最需要全面
调整理念战略，保持宏观调控的定力，跳出以前依靠需求管理
的政策“老套路”，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宏观经济政
策着力点上就是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更好地满足
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从2018年前11个月经济运行情况看，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不仅2018
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有望较好完成，也为
2019年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是坚定信心、稳定预期。从2018年前11个月经济运
行情况看，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发展态势，不仅2018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有
望较好完成，也为 2019 年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一方面，
主要经济指标总体比较平稳，2018年1月份至11月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
增长6.3%、5.9%和9.1%。就业总体稳定，2018年11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2.2%。另一方面，稳中有进的态势持续发展。新动
能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增速较快。经济结构优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保持了良好的增
长势头，制造业投资从2018年4月份以来保持了持续回升
的态势。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会上回顾了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
放的伟大成就。4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
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
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40年的改革开放，成
功使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如
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
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
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也是具备最完整现代工业体系的国
家。这些雄厚的家底使得经济发展具有强大韧性、巨大潜力
和可回旋余地，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从2019年看，基于2018年打下的良好基础以及我国经
济发展的韧性和潜力，会议提出了2019年要抓好七项重点工
作，即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并提出了实施好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落实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十个要”作为重点保障，以优异成绩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总体来看，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稳定预期是本次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贯穿始终的“题眼”，虽然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
运行变中有忧，但是中国经济发展韧劲足、潜力大，只要坚定
信心，专心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够有效应
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始终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的稳定。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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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0日下午，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就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接受了人民日报
记者李心萍、新华社记者叶昊鸣、经
济日报记者韩秉志的联合采访。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
就业摆在“六稳”工作的第一位，
凸显了做好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
请问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就业是最大
的民生。刚刚过去的 2018 年，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扎实
工作、努力奋进，就业工作取得积极
进展，就业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就业
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具体可以从三个
方面来看：

一是新增就业情况较好。2018年
城镇新增就业达到 1361 万人，同比
增加 10 万人，已连续六年超过 1300
万人。二是失业率保持在低位。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8％，降至近年
来的低位。三是岗位供给总体大于求
职人数。根据 100 个城市的统计数
据，2018年求人倍率（招聘岗位数与
求职人数的比值） 始终保持在 1 以
上，四季度为 1.27，表明 1 个求职者
对应着1.27个就业岗位，岗位数量供
大于求。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国
就业局势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不仅
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基本面，保障和
改善了民生，也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
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来之不
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同时，得益于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能
力不断增强，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持续
释放，得益于积极就业政策效应的进
一步发挥，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
支持和广大劳动者的拼搏奋斗。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依然是世界

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
复杂性。

记者：2019 年在稳就业方面
有哪些重点举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
2019年，我国的就业总量压力不减，
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仍然
保持在 1500 万人以上，特别是高校
毕业生数量达 834 万人，再创新高。
同时，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今年的新形势新
情况新变化，把稳就业作为“六稳”
的首位，摆在突出位置，专门对做好
就业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各级人社部
门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突出一条主线，着力在四个方
面下功夫，全力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突出一条主线，就是突出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这一主线，坚持把就业作
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采取更加积
极的就业措施，抓重点、调结构、守
底线，推动实现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
的良性循环。

重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在
为企业减负担增活力上下功夫。企业
有活力，就业就有保障。我们将加快
研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实施方案。
加大失业保险费返还的力度和幅度，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
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将个
人申请额度从 10 万元提高到 15 万
元，小微企业申请额度从200万元提
高到300万元。力争通过实质性措施
为企业减负担、增活力。二是在突出
重点群体精准施策上下功夫。在做好
面上就业工作的同时，突出重点，做
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实施有针对
性的项目和计划，加强实名制管理和
服务，组织开展春风行动等就业专项
服务活动。三是在强化培训提高劳动
者职业技能上下功夫。劳动者一技在
手、终身受益。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
培训，对培训合格的失业人员给予职
业培训补贴，放宽企业职工申领技能
补贴的条件，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提
供有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

就业创业的能力。四是在保障权益兜
牢底线上下功夫。加大对困难人员的
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
清零，及时兑现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
待遇。加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力度，维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为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随着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在推动养
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哪
些措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同志：
社会保障是民生安全网，与人民幸福
安康息息相关，关系国家的长治久
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对社会保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认真抓好贯彻
落实，我国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
进展，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建立。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达到 9.4 亿
人，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持
续增加，制度的公平性显著提升。基
金收支规模持续扩大，基金监管机制
不断完善，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制度
运行总体平稳。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
超过12亿人，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进
一步增强。

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保障工作仍
然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特别是人口
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规模大、
老龄化高峰持续时间长等特点明显，
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面临严峻挑
战。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
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强化兜
底保障功能，坚持完善制度、守住底
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多措并举
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一是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扩大覆盖范围，
增加基金收入。二是实施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在加快推进省级统筹基础上
推进全国统筹，合理均衡地区间养老
保险基金负担。三是推动基金市场
化、多元化、专业化投资，实现基金
保值增值。四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提升基金抗风险能力。
五是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满足
不同群体的养老保障需求。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13 日
电 （记者尚升） 记者从新疆霍尔果
斯海关获悉，2018年霍尔果斯口岸进
出口货运量贸易额实现“双增”，进出
口货运量 3574.26 万吨，同比增长
23.3％；进出口贸易额 1352 亿元，同
比增长22.2％。货运量、贸易额分别
占新疆关区的60.2％和45.6％，居全

疆口岸之首。
数据显示，2018 年，霍尔果斯口

岸出口商品中，中国高新技术、纺织服
装、机电产品和优势农产品出口增速
较快，主要出口地为中亚五国和俄罗
斯等。同时，进口商品量也有所增加，
进口商品以天然气、甘草、葵花籽、动
物毛皮等传统大宗货物为主。

霍尔果斯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
朱冬梅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
深入推进，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
合作为外贸企业注入了新的空间和
活力。此外，霍尔果斯海关通过改
善通关环境、优化商品结构和落实
优惠政策等措施，有效促进了区域
进出口贸易发展。

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
货运量贸易额实现“双增”

满洲里：

铁路口岸货运忙

认清形势、坚定信
心、稳定预期是近日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贯穿始终的“题眼”。虽
然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经济运行变中有忧，但
中国经济发展韧劲足、
潜力大，只要坚定信心，
专心走好自己的路、做
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
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
刻变化，始终保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
局稳定

本报北京1月13日讯 记者杨忠阳报
道：在1月12日举行的2019中国电动汽车
百人会论坛上，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
陈清泰表示，当前我国电动汽车已经进入
了产业化阶段，要评估这次汽车革命影响
的深刻程度，就要跳出电动汽车的局限，
把未来的汽车、能源、交通、城市看作一
个相互交融的整体来部署、规划和推进，
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到2030年，我国电动汽车产销将超过
1500万辆，不同级别的自动驾驶基本普及，
保有量将达到 8000 万辆。”陈清泰说，这一
预测要变成现实，涉及能源结构调整，智能电
网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新一代移动通信
支持，产业链的调整和改造，标准法规调整以
及就业岗位转移等，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业
革命。

陈清泰说，变革中的每一方面都是周期
较长、牵动全社会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政府
未雨绸缪，做好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把汽
车、能源、通信、交通、城市进行综合考虑，实
现技术协同、规划协同、政策协同、法规协同，
有序推进。其中，打破壁垒、放开市场，加强
跨学科、跨行业的协同创新至关重要。

陈清泰认为，制定一个经科学论证的顶
层设计和时间表，给市场和社会应有的预期，
是推进汽车革命走向成功的牛鼻子。

1 月 12 日，在满洲里铁路口岸站装卸二车间原木换装场区，工作人员
进行原木装车作业。随着中俄贸易量逐年攀升，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
十分繁忙，当地铁路员工在严寒中坚守岗位，创造便捷、高效的货物运
输 快 速 通 道 。 2018 年 内 蒙 古 满 洲 里 铁 路 口 岸 站 完 成 进 出 口 运 量 共 计
1827.57 万吨。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3574.2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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