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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各项就业任务目
标完成情况良好，人力资源市场供求
基本平稳。在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
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不确定不稳定
因素增多的情况下，这样的就业成绩
来之不易。

从城镇新增就业来看，一季度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324万人。从失
业率看，3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5.2%，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其
中25岁至59岁群体人口调查失业率
为 4.8%，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0.4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5.1%，保持在低位水平。

与此同时，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其中，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
强。一季度，服务业市场主体继续扩
大，工商新登记服务业企业 118.5 万
户，同比增长13.0%，占全部工商新登
记企业数量的 79.8%；全国规模以上

企业中，服务业企业从业人数保持稳
定增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
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经济
增速的预期目标从去年的 6.5%左右
调到今年的 6%至 6.5%，但新增就业
目标不减，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就业问
题的重视。经济增长和稳就业政策的
共同作用，确保了我国就业形势保持
稳定。

从历年数据来看，我国城镇新增
就业已连续 6 年保持在 1300 万人以
上，近年来均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就
业形势的持续稳定，得益于就业优先
政策的全面发力。

就业稳，稳中向好的经济基本面
功不可没。今年以来，国民经济保持
在合理区间，一季度 6.4%的 GDP 增
速，展现了强大韧劲和广阔的潜力。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稳步提
升，对扩大就业、稳定就业、提高就业
质量形成有力拉动。

就业稳，稳企业是关键。今年以
来，国家陆续出台降低增值税税率、降
低社会保险费率、提高失业保险费返

还力度、对企业给予社保补贴和贷款
贴息等政策，加大为企业减负担增活
力的力度，帮助企业稳定发展，并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

就业稳，还要让劳动者有信心，有
能力跟上市场需求的变化。今年以来，
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和
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精准施
策，努力促进就业创业。针对各群体不
同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促
进多渠道就业创业。比如，对16岁至
35岁有劳动能力、失业1年以上的青
年，建立健全覆盖求职创业全过程的帮
扶机制；支持困难企业职工在岗培训政
策，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优先提供技
能培训服务或技工教育。掌握一技之
长，加上源源不断的就业援助和帮扶服
务，劳动者就业更有底气。

根据人社部测算，2019年需在城
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超过1500万
人，其中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834万，
再创新高。要满足这一群体的就业需
求，同时还要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
就业留出空间，就业总量压力不减。
与此同时，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凸

显，部分地区、部分行业、部分群体的
就业压力比较大。

专家表示，就业工作不仅关乎民
生福祉，还关乎改革发展全局。在失
业率保持低位时期，仍要注重对就业
问题的持续高度关注。在未来发展
中，我国依然需要将就业放到国民经
济发展的优先位置，除进一步扩大就
业规模外，还要着力推动实现更高质
量的就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创
新创业活力强，市场回旋余地大。有
了这些积极有力的因素支撑，加之各
地区各部门努力推动政策的实施落
地，对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
人以上的目标任务、保持就业局势总
体稳定，理应充满信心。当然，就业是
一项长期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做
好稳就业、促就业工作，需要准确、科
学研判就业形势，不断丰富和完善就
业的政策措施，通过完善就业服务体
系，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劳动
者就业能力等具体举措，让就业优先
政策持续发力，创造更多更有质量的
就业岗位和机会。

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发力
——中国经济首季报解读之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4 月中旬，吉林省吉林市的桃花已经绽
放，但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仍是一片冰雪世
界。记者来到滑雪场，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开
心地进行滑圈训练。教练钱福全告诉记者，
他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学习滑雪的冰雪
爱好者。

近年来，吉林省吉林市大力发展冰雪产
业，以此促进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让冰天雪
地变成金山银山。

享有“中国化学工业摇篮”美誉的吉化公
司就坐落于吉林市，该市至今仍以化工、水泥
等为主导产业。这些传统产业铸就了吉林市
以往的辉煌，但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更
多的新动能。吉林市地处长白山区向松嫩平
原过渡地带，寒江雪柳、玉树琼花是当地冬日
里常见的美景，每年吸引500多万游客。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吉林市瞄准了冰雪资源。

吉林市委书记王庭凯认为，加快发展冰
雪产业，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的现实需要。冰雪产业外向度高、关联
度大、带动性强，是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朝阳
产业，契合消费升级的需求，“冰雪资源为我
们打开了新天地，吉林将借北京冬奥会契机，
建设‘雾凇之都，滑雪天堂’”。

在发展冰雪产业过程中，吉林市高标准
编制冰雪产业发展规划、雪场资源规划、泛北
大壶区域规划，围绕全产业链布局，聚焦冰雪
旅游、冰雪文化、冰雪体育、冰雪制造等重点
方向，靶向施策。目前吉林市建成12座滑雪
场，雪道面积超过356万平方米，雪道总长度
近100公里，全市室外公益冰场达114块。

“吉林的粉雪水分含量少而干爽，外观呈
颗粒状，不易凝结，是滑雪爱好者最喜欢的雪
质。”在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滑雪场，总经理赵
兰菊告诉记者，雪场最近每天仍有2000多人
滑雪，在一二月份冬雪旺季，每天人数可达五
六千人。

吉林市下辖的舒兰市也有个“雪乡”，叫
二合乡。每到冬天，到处是玉树琼枝、银装素
裹的美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去年，二合乡接
待14万人，户均收入达15万元。

数据显示，2018至2019年雪季，万科松花湖度假区接待滑雪人次
55.2万，增长45%，旅游收入2.23亿元，增长37%；北大壶度假区接待
滑雪人次46.7万，增长55.7％，旅游收入1.7亿元，增长43%；雾凇岛接
待人次达到百万人；温泉度假区接待人次53.6万，“赏雾凇、戏冰雪、泡
温泉”已成为吉林市冬季旅游的金字招牌，真正把“冷资源”变成了“热
经济”。

吉林市市长刘非表示，吉林市冰雪项目投资明显形成趋势，今年以
来有国内外28个团组洽谈投资冰雪产业项目。吉林市为此规划建设
了冰雪装备产业园，今年将正式签约北大壶滑雪小镇项目，计划总投资
500亿元，完成总长度200公里的雪道，建成后年接待滑雪和旅游人数
将达到400万人次。吉林市将壮大寒地冰雪经济规模，打造成为世界
冰雪旅游目的地、国际冰雪运动之都、环球冰雪产业交流合作平台、中
国冰雪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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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重庆市綦江

区三角镇文化广场，村民在

阅读书籍。在“世界读书日”

即将到来之际，綦江区组织

新华书店等开展“送阅读”进

基层活动，利用赶集日向20

个街镇的基层群众赠送农

技、健康、法律、人文历史等

实用性书籍，将“书香”送到

乡村。

陈星宇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在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指导下，尊重
彼此利益和重大关切，深化互信和互
利合作，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能力建设
等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
同繁荣。

牙买加外交外贸部部长约翰逊－
史密斯表示，近年来，牙中各领域合作
保持强劲势头，给牙买加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双方签署共建“一带
一路”谅解备忘录将开辟两国友好关
系新时代。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自己的
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
对接。包括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
蒙古国的“草原之路”、越南的“两廊一
圈”、柬埔寨的“四角”战略、欧盟的“容
克计划”、非洲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等。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3月发表文章
称，“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且规模宏
大，各国都势必会从中获益，英国可以
成为这项倡议中的一个赢家。

共赢带来友聚

过去 5 年多时间里，“一带一路”
朋友圈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当今世
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也是最受欢
迎的公共产品。事实证明，“一带一
路”不是所谓的“债务陷阱”，而是惠民
的红利；“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工
具”，而是共同发展的机遇。“一带一

路”建设加快了各国的发展进程、改善
了沿线的民生需求、开辟了互利共赢
的前景，更收获了越来越广泛的朋
友圈。

“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带
来了什么？这些成果有目共睹：在肯
尼亚，被称为“世纪工程”的蒙内铁路
建成通车，累计为当地创造了近 5 万
个工作岗位，拉动经济增长 1.5 个百
分点；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工人和
当地民众一道，用900天时间建成了
19 公里长的隧道，使偏远地区的人
民坐火车仅用 900 秒就可以穿越崇
山峻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东
部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
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第
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哈萨克
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中
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上距离最长的
合作纽带……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
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从未向任何国
家提过任何条件，包括白俄罗斯。“一
带一路”不是任何形式的贸易扩张，也
不是中国将自身利益强加于他国的借
口，在此过程中，中国是很友好地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贷款、投资
和最先进的技术，这在世界上是绝无
仅有的。

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
倡议牵起了亚太、欧洲、非洲等多个经
济圈。“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世界经
济增长挖掘了新动力，更为国际合作
开辟了新方向。中巴经济走廊是新时

代中巴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一带
一路”的重要先行先试项目。巴基斯
坦驻华大使马苏德·哈立德表示，中巴
经济走廊已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规
模最大、成果最显著、最成功的工程之
一。该项目已直接给巴基斯坦创造了
近7万个就业机会。

日益扩大的朋友圈源自“一带一
路”务实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源
自看得见的民生红利和发展成果。世
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最新研究表明，“一
带一路”合作将促进2019年全球经济
增速至少提高0.1%。

建制方可事宜

在过去 5 年多时间里，“一带一
路”建设谋篇布局，不断完善体制
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
总体规划、非盟2063年议程、欧亚经
济联盟、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等区
域发展规划和合作倡议有效对接；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被
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
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
件，成为推动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
途径，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平台。

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表示，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确定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
合。“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发展，有助
于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表

示，联合国认同并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一带一路”对联合国削减全球贫
困人口的目标有重要意义。

经过夯基垒台、立梁架柱的 5 年
多，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
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各种体制机制
建设正日渐成形。“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和联络办公室
已正式成立，“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
心已挂牌运行。去年 12 月，“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相关国家、
国际组织、工商界、学术界的委员们讨
论了“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世界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领域及机制
和能力建设等议题。

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建立了对
接“一带一路”的机制和机构。3月26
日，在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主席德
瓦的召集下，“‘一带一路’政策沟通委
员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宣布成立。
成员主要是欧洲议会内响应支持“一
带一路”倡议的议员，旨在通过加强与
中国沟通协调，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及该倡议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在欧洲地
区拓展。德瓦表示，欧洲许多国家需
要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来进一步
了解中国、加强彼此沟通。这正是该
委员会成立的初衷和职责所在。

“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
及面，进度和成果远远超出预期，与沿
线国家设施联通和产能合作发展迅
速。政策沟通、战略对接、规划衔接至
关重要，更深入、更顺畅的对接未来
可期。

（上接第一版）
王毅指出，“一带一路”是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际经济合
作倡议，核心是以基础设施建设
为主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为
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为国
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首届高
峰论坛上，习主席同各国领导人
一道，擘画了共建“一带一路”的
美好蓝图。两年来，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造
福各国人民的合作之路、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共赢之
路和廉洁之路。事实证明，这一
倡议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时代潮流，契合各国追求开
放、联动发展的共同愿望。

王毅表示，作为东道主，我们
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
开放包容透明的办会理念，同与会
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共同做好
高峰论坛筹备工作。希望通过举
办第二届高峰论坛，与各方一道，
总结经验、规划未来、凝聚共识，切
实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迈向
高质量发展。一是勇立潮头，坚定
支持多边主义。相信在本届高峰
论坛上，各方将发出支持多边主
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共同声
音。二是与时俱进，丰富合作原则

理念。我们将继续坚持共商共建
共享等行之有效、广受欢迎的理
念和原则，进一步丰富“一带一
路”的理论内涵。三是携手同行，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一带一路”
已经呈现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和
多边合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良好态势，为构建更加广泛、更加
紧密的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基
础。四是面向行动，打造有力支
撑体系。我们希望同合作伙伴一
道，创建更多符合高质量发展需
求的机制安排，更好地服务于务
实合作项目的推进与落实。五是
内外联动，释放改革开放红利。
中方将对外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效
和举措，进一步与世界分享中国
经济增长的红利，也必将为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和各国共同发展
带来更多的机遇。

王毅表示，古代丝绸之路积
淀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精神，是
各国共同的精神财富。相信通过
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大家一定
能重振丝绸之路精神，建设广泛
伙伴关系，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强
劲动力，为各国发展开辟更广阔
空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的贡献。

政策沟通，让丝路朋友圈更紧密

本报北京4月19日讯 记者董
碧娟报道：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19日联合发布《学生
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以规范和加强学
生资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开展。

据了解，学生资助资金是指中央

财政安排的用于落实高等教育(含本
专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等职业教
育、普通高中教育等国家资助政策的
资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免学
(杂)费补助资金、服兵役国家教育资
助资金、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资金、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

金等。
办法明确，学生资助资金采用因

素法分配，根据学生人数、相关标准等
进行测算。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
国家教育资助、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
金由中央财政承担。中央高校的学业
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基层就业学费补

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由中央财政
承担。

地方高校的学业奖学金、基层就
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金由
地方财政承担。地方高校的国家助学
金由中央与地方分档按比例分担，按
照本专科生每生每年 3000 元、硕士
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 元、博士研究
生每生每年13000元的标准，不区分
生 源 地 区 ，第 一 档 中 央 财 政 负 担
80%，第二档中央财政负担60%，第三
档、第四档、第五档中央财政分别负
担50%、30%、10%。

规范资助管理 提高使用效益

国家奖助学金等资助标准确立

书香进乡村

（上接第一版）他请人在院子里架
起大锅做抓饭，和邻居们聊起自
己 3 次搬家的经历，感叹美好生
活来之不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甬库团
结村全是低矮简陋的土坯房，村
民刚来落户时还住过地窝子。小
时候，买买提一家6口人，挤在一
间破旧矮小的土坯房里，烧玉米
秆做饭取暖，睡在土炕上。

1979年，准备结婚的买买提
需要盖新房。“那个时候，抽空打
土坯盖房子，靠着邻居们援助的
木头，房子才能封顶。木头太细，
不敢上太多泥，下雨漏水，刮风进
土。房子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
买买提说。这是买买提的第一次
建房搬家。

随着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等政
策的施行，买买提分到了土地，养
起了牛羊。他还购置了村里第一
台拖拉机，生活越过越好。2007
年，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买买
提拆掉了拥挤矮小的土坯房，利用
养牛种地赚来的钱，建起了100平

方米的抗震安居房。“开着拖拉机
到镇上就能买到砖，还有雕花的房
梁。党的政策好，盖房子政府还补
助了1800元。”买买提说。这是第
二次。

去年，库车县和宁波援疆指挥
部按照“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重点将
甬库团结村打造成样板村示范点，
依托村庄中心区建设，按照3A级
旅游景点标准，新建富民安居房、
村文化礼堂、旅游集散中心、村史
馆、石榴籽广场等，并对乡村公共
服务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美
化居住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于是有了买买提的第三次搬家。

芝麻开花节节高。买买提3次
搬家，房子越住越好，日子越过越
红火。

“新屋是框架结构的，跟城里
的楼房一样。修房子一点不操
心，拿着钥匙就住进来了，真是赶
上了好时代。”搬进了新房，买买
提两口子又计划着去宁波旅游的
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