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 综合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sgbbjb2@163.com

本版编辑：鲁 静 版式：王 青 校对：沧 海

2019年10月22日 星期二

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关注青年一代就业观之变

宠物托管师、家庭整理师等“新奇特”职业涌现宠物托管师、电竞运营师、创客指导师、
汉服造型师……随着服务业与数字化加速融
合，一批围绕互联网展开的“新奇特”职业涌
现，在细分市场形成了一定的需求和从业群
体。新职业映射着新发展，在稳定经济增长
与吸纳就业上，发挥着新作用。

互联网催生新职业

33岁的上海人蔡玉波，在做了几年流浪
动物救助志愿者后，选择的职业是很多人没
听过的“宠物托管师”。他的工作内容是上门
为短期在外的客户喂养猫狗等宠物，单次收
费 100元至 200元不等，“刚开始订单不太稳
定，慢慢积累客户后，如今一天有两三单，月
收入保持在6000元以上。”

90后杨帆是一名“家庭整理师”。在杨帆
看来，家庭整理师绝不是大众眼中的“保洁”
人员，其着力点在重新定义“收纳”，在帮人收
纳的过程中遵循严苛的服务标准，同时会融
入色彩学等知识，提供个性化服务。

新职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
大典》中未收录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
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
业、技能要求的职业。

蔡玉波、杨帆从事的职业，就是随着互联
网发展而出现的新职业。

近些年，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得到广泛运用，大批新

职业从业者涌现。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共享经

济市场交易额为 29420亿元，平台员工数为
598万，比2017年增长7.5%；共享经济参与者
人数约7.6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500
万人，同比增长 7.1%。这可以作为观测新职
业发展的一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室
主任、研究员张冰子认为，新职业不断涌现，
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活力和创造
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迸发新动能。

自由、自信、自驱，“不一样”的就业观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联合美团、智联招聘
共同发布的《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新职业从业者有

“三高”特点：更高学历——近七成拥有大专
及以上学历；更高收入——24.6%平均月收入
过万元，5.64%月薪 2.5万元以上，其中，整形

医生平均月收入超过3.5万元；更高要求——
71%参加过职业培训。

“他们自由、自信、自驱，崇尚专业主义。”
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认为，新一代择业期
青年不同于父辈，他们秉承着自由而专业的
精神，不拘泥于传统择业观念。由此，新的概
念如斜杠青年、数码游牧民族、零工经济应运
而生。

一些高校、职业技术学校的专业设置同
样反映出社会变化，折射着新的用人需求。
很多专业的设置，都是开创性的。比如，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成为很多高校的热门专
业，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开设了电子竞技专
业，湖北潜江一所高职院校致力于培养小龙
虾专业人才，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网店美工专
业……贵州大学新闻社会学系教授翁泽仁表
示，这些行业跳出了传统的三百六十行，是经
济生活变迁的表现。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教授佟亚丽表示，
以往人们习惯于被工厂或社会机构雇用，而

如今一些新生代求职者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
变化，他们不喜欢上班打卡、固定的工作场所
和规定的工作时长，以及公司的科层制管理，
更愿意投身新兴职业，这折射出青年一代就
业观之变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管理新职业要有新办法

新职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产物，由于时
间自由、收入高、灵活度大等因素，吸引了不
少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加入。然而新
职业也容易成为社会管理、市场管理和社保

“忽视的角落”，应正确引导和支持新职业发
展，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

作为一名新职业从业者，“旅游体验师”
柯乐乐表示，社会各界对新职业的知晓度、认
同度还比较低，不少新职业从业者感觉自己
不入流，甚至低人一等，希望相关部门对新职
业给予更多关注。来有为建议，可以通过树
立典型进行宣传、将标杆型新职业纳入《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等方式，提升新职
业的社会形象，助推生活服务业新业态等健
康可持续发展。

翁泽仁认为，完善职业培训无论是对于
壮大传统行业还是培育新兴领域都是十分必
要的。从一些新型职业发展情况看，“脱胎”
于传统职业的并不少见。建议加强从业者职
业技能培训，送培训进工厂、进社区、进农村，
同时建立激励和保障机制。

佟亚丽认为，由于这些职业都比较前沿，
发展前景不够稳定，抑或是对其管理还不太
成熟，使得一些企业没有长期用人的规划，有
的只是短期需求，还有一些企业往往把新职
业看成是一种非正规用工，不与员工签订劳
动合同，也不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对于劳
动者而言，缺乏职业保障。

佟亚丽建议将新职业就业群体的合法权
益在法律层面加以落实，保障从业者在面临
劳动纠纷时能清晰认定身份，确认劳动关
系。规范雇用零工人员的企业或平台，要求
其按规定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还要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适当调
整用人单位、劳动者和国
家“三位一体”的社会保
障体系，打破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一对一的模式，设
置新职业劳动者的参保
人员类别等。

（张璇 骆飞 黄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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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安康市汉滨区谭坝镇草庙村举行
新民风建设表彰暨企业助力脱贫攻坚文艺演出活
动，表彰了一批五好家庭、身边好人、自强标兵和优
秀扶贫干部，同时围绕扫黑除恶、新民风建设两个方
面进行了主题宣讲。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10月15日，安康市汉阴县平梁镇
兴隆佳苑社区“社区工厂”生产车间
一派繁忙景象，社区居民娴熟地制作
着足球等体育用品。

据了解，为解决易地搬迁群众
就近就业问题，汉阴县平梁镇政府筹
资建设1300平方米、可容纳100余人

就业的标准化社区工厂——汉阴县
帆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让部分无法
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到社区工厂就业，
将部分无法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
纳入到工厂务工，拓宽搬迁群众就业
渠道，促进搬迁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说到“探亲假”，有人说，从来没有
休过，甚至很多年轻朋友都没听说过：
这是什么假期？还有这种操作？但实
际上，探亲假已经实施了 30多年了。
有专家表示，探亲假已经没有普遍存
在的必要，建议取消或者进行改造。
存废之间，对于现在可以休探亲假的
朋友们来说意见不小。那么，专家的
这一建议出于怎样的考虑？舆论是不是存
在误解？现行休假制度中，又该如何体现
探亲假的功能呢？

我国现行的探亲假制度是劳动者休息
休假制度体系中的一部分。1958年 2月 9
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
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目的是为
了适当解决职工同亲属长期远居两地的探
亲问题。1981年 3月，国务院发布规定进
一步完善探亲假制度，规定了国家机关、人
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职
工探亲假标准。

那么，探亲假有多长？根据规定，探望
配偶，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一次，30天；未
婚员工探望父母，每年给假一次，20天，也
可根据实际情况，2年给假一次，45天；已
婚员工探望父母，每4年给假一次，20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林嘉此前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年出台探亲假制度，有

它的实施背景：“它是80年代初期颁布的，
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在劳动制度方面还没有
进行改革，还处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时
期。那时劳动者要想在不同的城市去探亲
或者休假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了解决这
种两地分居问题，就出台了关于探亲假的
规定。”

但自2000年以来，探亲假制度实施的
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人并不知道自己还
有这种休假权利。法律专家喻术红表示，
探亲假制度逐步被相关权利义务主体忽
视，这是社会环境变化、探亲假制度本身局
限，劳动者休息休假体系逐步完善的必然
结果。她认为，探亲假制度已没有普遍存
在的必要，当两地分居问题逐渐解决、不再
是社会矛盾之时，探亲假制度也应当顺势
退出历史舞台。

但也有专家表示，不建议彻底取消探
亲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

院院长张翼说：“尤其是在老龄化比较严
重，而且夫妻两人不在同一城市生活的人，
在全国仍然是大范围存在，不是大家都在
同一个城市生活，你要照顾到这些人的夫
妻团聚或者说对老年父母的关怀，因此探
亲假还是应该保留下来。”

张翼表示，目前大家之所以对探亲假
的去留有不同的意见，很重要一点是它并
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政策：“只有国有单位的
职工能够享受，但是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广
大的企事业单位的或者是体制外的企事业
单位的职工基本享受不到这样一个假期的
安排，因此对它的意见是非常大的。但是
探亲假本身设计的初衷是对的，如果把探
亲假能够普及到所有的职工身上，那么这
一点大家就不会反对，都会支持。”

目前，相关部门也注意到了探亲假制
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 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第 3588号建议
的答复中说，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深入
进行调研论证适时向立法机关提出修改
调整职工探亲假的意见。

对此，法律专家喻术红建议，从劳
动者需求满足和我国现实需要的角度
出发，对探亲假制度进行合理改造，比
如：以年休假制度替代探亲假的劳动
者休息权保障功能，以延长春节假取
代探亲假的家庭交流功能，同时以特
别法规定的形式，保留特殊领域继续
适用探亲假制度。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林嘉建

议，在取消探亲假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
休假制度。“我们的休假制度发生了变
化，还有我们有一个年休假制度 5到 15
天，这个是适用于所有企业的职工，取消探
亲假我认为条件是具备的，当然在取消探
亲假的同时，应当考虑在年休假制度上还
需要再进一步完善。”林嘉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院长张翼也建议，应该把探亲假和带薪年
假结合起来进行制度设计。他说：“可以把
探亲假时间缩短，比如说缩短到一周之内，
然后可以结合带薪年假来休，如果和带薪
年假配在一起的话，延长多少天。把特殊
化的原来国有单位的探亲假普及为全国职
工都可以休的探亲假，并且把探亲假跟带
薪年假结合在一起来设计一个全面的制
度，这样的话就能够解决老百姓对这个制
度诉求不一的问题。” （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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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中建一局西北公司 30 余名党员走进
照金革命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追寻先烈足迹，
寻找革命初心。图为在陈家坡会议旧址，义务讲解
员杜天祥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本报记者 王何军 摄

为积极响应“希望工程青仝公益项目”号召，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东站团委组织青年
志愿者开展公益募捐活动，鼓励过往旅客通过扫描
二维码的方式进行募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送去
爱心和祝福。 王梓杨 摄

10月 21日，凌晨 2点的秋
已如冬一般寒冷。刚刚交班的机
车乘务员孟桐穿着一件棉大衣，
快步赶到职工餐饮中心，在点餐
窗口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行车计
划，一份打包好的饭菜随即递
了出来。全程没有点餐、等
餐、打包等环节，仅仅用了1分
多钟，如此快的买餐速度给他们
机班出乘前吃上一顿热乎饭留足
了时间。

这是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新丰镇机务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领导班子通过深入调研、检
视问题、立行立改所取得的成果
之一。

该段领导班子在调研过程
中，有乘务员反映“随着增运补
欠、三保三增攻坚战的开展，工
作节奏加快，夜班出乘、白天就
餐高峰期出乘，以及班前买饭等
待时间长，就餐时间不足。”

对此，该段在原来开设的乘
务优先窗口基础上，推出了预约
订餐热线服务。乘务员只要向餐
饮中心打一个电话，说明自己的
出乘计划和所需饭菜，餐饮中心
便会按照时间节点，准时做好并
打包，乘务员即到即取，大大压

缩了等餐时间。
该段还通过与餐饮公司沟

通，在力求饭菜种类多样化、营养
搭配合理化的同时，结合季节特
点，制定低盐低脂的健康菜谱，增
加粉蒸肉荷叶饼、肉夹馍、火腿炒
饭等便于携带、易于储存的食品，
为乘务员提供方便。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段在
检视问题、边查边改上下功夫，
针对职工反映的各类问题，及时
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整改对
策，确保问题整改迅速落实落
地。截至目前，职工宿舍插座
不够用、停车位置不合理、楼
顶发光字影响晚上休息等一系列
职工反映的生产生活问题都已得
到解决。 （万国强 巩永茂）

身边

预约订餐热线 让职工吃上“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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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毅）连日来，为深入推动科技创
新高质量发展，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国网陕西电科院深入开展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立院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制定方案，开展党
委书记讲专题党课，广泛动员、全面部署院主
题教育工作。

该院始终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
题、整改落实“四项措施”贯穿主题教育全过
程。通过“学习强国”在线学习、收听有声书、参
加专题测试，利用碎片时间推进系统学习。同
时，全院将保电安全注意事项及工作要求总结
成打油诗，确保员工记得住用得上。此外，该院
还举办党委理论中心组主题教育第一期读书班
暨 2019年第 9次集中学习研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期形势任务教育讲座等
活动；组织各党支部开展集中学习、主题党日活
动、支部书记讲专题党课、“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会议。

该院重点围绕全院中心工作、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进行调研，形
成问题清单，做到边查边改，立行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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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福生）10月 20日，“2019年中国陕西一
带一路（大汉风）·第六届赏石文化艺术展”在西安汉城
湖公园开幕，展出了来自广西、内蒙、上海、福建、山西、
青海、河北、湖北、湖南等20多个省市的180多家奇石商
家带来的宝玉石、观赏石、根雕等作品。据悉，展览将展
至10月27日结束。

陕西省宝玉石观赏石协会副会长王光明介绍，本
届展会由陕西省宝玉石观赏石协会主办， 陕西省奇
石商会、西安观赏石协会、西安白桦林艺术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西安高陵奇石博物馆共同承办。中国
观赏石协会副会长、陕西宝玉石观赏石协会会长贠
培琪，黑龙江观赏石协会副会长、马来西亚旭潮咖
啡中国区总裁张天旭等嘉宾出席开幕式。本届奇石
展除了国家殿堂级玉器南红、文玩奇珍特别值得关
注外，宝岛台湾的石友和展商带来的奇石精品，亦
格外引人注目。

陕西第六届赏石文化艺术展在西安开幕

新闻新闻新闻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8日发布数据，前三季
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9.7%。

统计显示，9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
上月持平。其中，25至 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6%。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月持平。9月
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7小时。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当日举行的国新
办发布会上介绍，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每增长一个百
分点带来的经济增量也在扩大，能够吸纳的就业规模
也在增长。同时，服务业是就业的蓄水池，我国服务
业占比继续提高，产业结构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不断
增强。此外，国家出台了积极的就业政策，新产业、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兴起壮大，也为就业规模扩
大提供了空间。

此外，数据还显示，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
总量18336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01万人，增长1.1%。

前三季度我国基本完成全年新增就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