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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5个省份已外出务

工贫困劳动力达2750.7万人，超出

去年水平。疫情冲击之下，外出务工

贫困劳动力为何逆势增长？有关部

门负责人介绍，各地各部门出台了一

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为贫困劳

动力外出务工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

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为何超去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俊毅

图为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公司工人在工作。 牟 宇摄（新华社发）

今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部分行业企业受到较大冲击，对就业形成
了一定压力。国务院扶贫办最新发布的
数据显示，25个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
力达2750.7万人，超出去年水平。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下，贫困劳动力外出
务工人数缘何能超过去年呢？

精准施策破解难题

“由于疫情的影响，贫困劳动力外出
务工受阻。往年过了农历正月十五，贫困
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就出发了。但是今年
推迟了，到2月底，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只
有往年的40%。”此前，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说。

对此，湖北黄冈市委书记刘雪荣感受
深切。据他介绍，黄冈紧邻武汉，集革命老
区、山区和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于一
身，人口750万，是湖北省劳务输出大市，
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黄冈有6个国家级贫
困县，892个贫困村，外出务工增收是群众
脱贫的重要途径。春节前，数十万在外务
工群众返乡过年。受疫情影响，2月中旬，
黄冈市所有行政村一度关闭道路，严防死
守。虽然封闭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
但也给贫困群众外出务工造成极大不便。

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数据显示，疫情

发生后，全国多地贫困群众外出务工受阻，
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返贫现象就可能发生。

为解决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难题，人
社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东部7个吸纳贫
困劳动力就业比较多的省份与湖北合
作。到5月底，湖北省贫困劳动力外出务
工就基本恢复到去年的水平。

早在1月25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就印发了《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
指导意见》，提出对52个县和1113个村
实施挂牌督战，紧盯这些重点地区和薄弱
环节。2月12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下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解决扶贫项
目开工复工难题，在符合疫情防控条件的
情况下，支持和组织推动脱贫攻坚项目建
设尽早开工复工。一时还达不到开工复
工要求的，要提前备工备料，为开工复工
创造条件。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苏国霞告
诉记者，国务院扶贫办与人社部出台了帮

助贫困户就业增收的措施，要求安全有序
组织贫困劳动力返程返岗就业，促进就地
就近就业。重点企业如果优先招用符合
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全国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全面加力，努力增加就业岗位，
帮助贫困群众外出务工增收。黄冈市迅
速启动了“进项目、进企业、进农村、进社
区”攻坚行动。黄冈市3930支驻村工作
队、17118名驻村工作队员全部返岗进
村，指导督促驻点村统筹抓好战疫战贫，
科学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扶贫项目建设等
重点工作。

“驻村工作队协助我们落实村级防控
工作方案，帮助群众外出务工，对我们的
帮助实在太大了！”黄冈市浠水县蔡河镇
斑竹山村新任村支部书记黄伟说。

务工增收形势喜人

6月22日上午，在黄冈市浠水县洗

马镇大龙井村扶贫车间，建档立卡贫困
户任静戴着口罩坐在机器前正忙活着。

“我在扶贫车间做工，一个月能挣2000
多元，离家近，收入也可以。”任静高兴
地说。不仅任静在扶贫车间当上了工
人，去年她丈夫顾火钢也被聘为护林
员。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越过越
红火。

黄冈市扶贫办主任董本汉告诉记
者，截至 6 月 21 日，黄冈市 11 个县
（市、区） 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达
375676 人，占去年外出务工总数的
104.5%。

经过举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当前全
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正持续
统筹推进，贫困群众务工增收形势喜人。

国务院扶贫办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5月31日，中西部22个省份已安排扶
贫项目41.55万个，已开工项目37.36万
个，开工率89.92%，较3月6日增加26.04
万个，提高57.85个百分点。中西部22个
省份有扶贫龙头企业28586个，已复工
27960个，复工率98%，较3月 6日增加
3060个、复工率提高16.47个百分点，吸
纳贫困劳动力就业81.31万人。中西部
22个省份29062个既有扶贫车间中，已复
工28660个，复工率98.6%，较3月6日增
加8273个、复工率提高35.53个百分点，
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37.16万人。

截至5月31日，全国25个省份已外
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750.7万人，占去年
外出务工总数的100.79%，较3月6日增
加 1330.66 万人，提高 48.76 个百分点。
其中，省外务工1003.79万人，省内县外
务工 497.04 万人，县内务工 1249.84 万
人 ，分 别 占 去 年 总 数 的 99.75% 、
101.54%、101.32%。2020年已外出务工
贫困劳动力人数超过去年的有17个省
份，分别是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福建、江西、河南、广西、海南、重庆、
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新疆。52
个 挂 牌 督 战 县 2020 年 已 外 出 务 工
273.42 万人，占去年外出务工人数的
107.45%。

国家能源局近日正式公布2020
年光伏发电项目国家补贴竞价结果，
拟将河北、内蒙古等15个省 （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34个项
目纳入2020年国家竞价补贴范围，
总装机容量2596.7208万千瓦，各项
目按要求建成并网后依政策纳入国家
竞价补贴范围，享受国家补贴。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光伏竞价补
贴项目规模较去年的2279万千瓦增
加318万千瓦，规模增加幅度超过市
场预期。竞价项目的公布，有望推动
光伏行业下半年景气度回升。

今年是我国光伏发电实施“竞价
机制”的第二年。3月份，国家能源
局发布了《关于2020年风电、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启
动了2020年光伏发电国家补贴竞价
项目申报工作，明确2020年光伏发
电建设管理的有关政策总体延续
2019 年机制，其中补贴竞价项目
（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分布
式光伏项目）按10亿元补贴总额组
织项目建设。

今年竞价方式出现不少积极变
化。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信息中心
副主任徐国新表示，与去年相比，今
年补贴竞争机制更加成熟。比如，竞
价工作各省组织有力有序，青海、内
蒙古等多个省份组织开展了省份内的
竞争配置工作，准备工作更扎实，申
报项目各项支持性文件更齐备。国家
层面竞争更为充分，今年项目未入选
主要原因是降价幅度偏小，竞价排序
靠后，体现出国家统一竞价对于补贴
退坡的良好效果。

从降价幅度等方面来看，竞价机制不断成熟对于光伏高质量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直接缓解了国家光伏补贴的压力。中国光伏行业协
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纳入2020年国家竞价补贴范围项目平均降价幅
度达到0.0785元/千瓦时，按20年经营期测算相当于为国家节省了约
500亿元补贴资金。竞价机制下，入选企业普遍实力较强，项目单体
规模较去年有所提高，有利于规模化、集约化建设，推动光伏高质量
发展。

平安证券分析师皮秀分析认为，补贴强度的大幅下降主要得益于
光伏投资成本的降低，当前高效单晶PERC组件相对去年同期大概下
降了每瓦0.69元，是光伏投资成本降低的主因。

从今年竞价结果来看，后半年及今年全年行业有望呈现蓬勃发展
的势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从上游制造端来看，将
带动制造端的需求，提高产能利用率，产业链各环节价格经历上半年
的大幅下滑后，将趋于稳定；从下游应用端来看，项目规模的扩大能
够有效降低集采价格，从而提升项目经济性，减少项目作废的风险，
保障全年的市场需求及并网规模。考虑到全球疫情影响的大幅缓解，
行业有望在下半年呈现全面开花的蓬勃发展势头。

十年蝶变
绘就一座城市的发展蓝图
2020年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建交30周

年，中新广州知识城也迎来了第一个10年建
设圆满收官、谋划实施下一阶段发展目标的
关键起步之年。2010年6月30日，中新广
州知识城奠基。知识城从8.08平方公里起
步，由曾经乡村郊外的阡陌田舍，蝶变为
如今178平方公里的国家双边合作项
目、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创新载体、广深
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核心平台。

下一阶段，知识城将按照“加速
北部牵引”宏伟蓝图，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
开放，让“一核两心三区多园”点
燃创新驱动，让中新二期合作继
续乘势腾飞，让环九龙湖总部
核心经济带成为城市核心，让
生物制药基地走向世界，全
力打造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

“中新广州知识城经
历了10年的建设，成就
非凡……凯德将继续实
践中新合作，致力推进
二期示范区的建设，
为知识城持续注入活
力。祝知识城生日快

乐！”
在活动现场，中新学者及国际友人为知识城

建设10周年献上视频祝福。
当天启用的知识城国际科技中心是知识城智

慧生态科技代表性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
米，是集展示、会务、学术论坛、专家人才交流培训
等政企活动为一体的国际窗口，设有印象知识城
展厅、西门子智慧园区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及一站式企业服务中心。目前，法国商务服务中心
已落户。

中新合作
孕育一座城市的国际基因
作为中国-新加坡国家双边合作项目，中新

广州知识城的今天是中新两国共同努力的成果。
目前，中新广州知识城已建立国家和省、市三级工
作机制，先后签署知识城合作发展项目54个。中
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建成6大研发平台，启动产业
化项目47个，广州—新加坡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建设有序推进，中新合作标杆项目——“知识
塔”开工建设，新加坡国际商务服务中心等100多
家企业和机构入驻腾飞科技园、中新智慧园等创
新载体，初步形成以知识城为核心、联动周边区域
协调发展新格局。

知识城屹立于粤港澳大湾区湾顶，以龙头项
目带动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近年来，知识
城引进落地创维、诺诚健华等重大项目165个，目
前在建企业投资项目79个，总投资近1700亿元，
预计达产产值超过3000亿元。

在生物医药产业，知识城的百济神州等生物
医药项目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带动了诺诚健
华、绿叶、恒瑞、龙沙等30多个生物医药枢纽型项
目在知识城落户，总投资超200亿元，预计总营收
近千亿元。

在半导体产业，知识城的粤芯芯片项目，是广
东省一条量产的12英寸晶圆生产线，也是知识城
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的标志性项目。粤芯动
工建设后，已有80家集成电路企业链企业前来考
察，32家企业注册落地，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
—封装测试—终端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生态
圈已经形成。

当前，知识城正规划建设“一核两心三区多
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下一步，知识城将推动中
新国际联合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创新研究院、
新加坡智慧城市联合创新实验室等高端科技创新
平台集聚落地。

在城市建设方面，知识城按下开发建设“快进
键”，积极构建枢纽型交通网络。在建40公里风雨
连廊，在建8条轨道交通、5条高速公路、7条城市
快速路，打造30分钟通达机场、火车站、港口，1小
时连接大湾区主要城市的交通圈。

知识经济
走出一座城市的创新之路
作为全国的“知识产权改革试验田”，知识城

大力实施知识产权驱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战略，扎实推进知识产权综合改革工作，已经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中新广州知识城”模式，被国家

相关部门列为第一批知识产权强省建设试点和典权强省建设试点和典
型案例型案例。。在在20202020年广州市预算报告中年广州市预算报告中，，知识城更知识城更
获得获得4040亿元市级财政资金支持亿元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用于打造具有全用于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国家知识中心，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
产权综合改革试验园区。

在南起步区规划建设总占地622亩的知识产
权服务园，聚集了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北京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发展研究院、中
新国际知识产权创新服务中心等各类知识产权机
构100余家。其中审协广东中心专利审查结案能
力突破每年17万标准件，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知识城中部区域规划建设科教创新城，面积
2平方公里，计划引入13所科研院所，成为高科技
人才培育、高校科技研发和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地。
各科研院所将密集发力，在知识城打造集聚硕博
研究生及博士后等高端人才逾7000名，科研人
员、教职工逾2000名的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高
地。科教创新城启动区面积450亩，目前已引进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研究生院与广州大
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埔研究院、研究生院等一
批科研院所。

知识城将围绕世界知识城、湾区创新源、国际
人才港目标，全力推动知识城大发展。聚焦中新合
作，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展
创新合作，合作共建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其中其中，，
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将在智慧城市新加坡国立大学广州创新研究院将在智慧城市、、
信息与通信等学科领域开展科研信息与通信等学科领域开展科研。。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中新广州知识城合作事务办公中新广州知识城合作事务办公室室））

··广告广告
中新广州知识城十年蝶变中新广州知识城十年蝶变，，开启蓄力腾飞的新征程开启蓄力腾飞的新征程中新广州知识城国际科技中心是知识城智慧生态科技代表性项目中新广州知识城国际科技中心是知识城智慧生态科技代表性项目 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建成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建成66大研发平台大研发平台，，启动产业化项目启动产业化项目4747个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