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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
布 9 个新职业，包括“互联网营销
师”“城市管理网格员”等。消息
一出，迅速冲上热搜，网友直呼：

“带货网红有称谓啦，恭喜李佳琦
们‘转正’！”

热度之下，层出不穷的新职业、
工种不断打破传统就业观，与时代
新需求同频共振，折射出中国社会
经济的活力与潜力。

“是心动的感觉！”……9个新职
业一经亮相，不少网友就已经表现
得“跃跃欲试”了。但对于孙佳妮来
说，她早已习惯作为上海市长宁区
江苏路街道网格员的生活。

每天早上 8点半，孙佳妮准时上
街，近来她最关心的就是大雨之后
的城市积水问题。“江苏路路段 817
号附近，早餐店包装袋垃圾较多，
请及时处理。”孙佳妮通过政务微
信系统上传了现场图片及说明文
字。路面坑洼破损、架空线低垂、
行道树歪斜、非机动车以及共享单
车乱停放……随着城市管理越来越
精细化，这些街区“不完美”的小细
节，都被孙佳妮这样的网格员看在
眼里、放在心上。“如今被列为九大
新职业，还挺惊喜的，觉得自己的
工作更加重要了。”孙佳妮说。

据了解，除了城市管理网格员，
人社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新职业
里，还包括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
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
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
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和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

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凸显相关职业重要性。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了巨大挑战，在抗疫过程中，许多相关岗位的
从业人员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
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等健康状况测量和评估的老年人
能力评估师，运用卫生健康及互联网知识技能为社区群众
提供就诊和保健咨询、代理、陪护等服务的社群健康助理
员，运用数字化学习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个性、精准、及时、有
效的学习规划、学习指导、支持服务和评价反馈的在线学习
服务师等新职业应运而生。

互联网技术发展，催生了多样化的创业就业模式。今
年疫情期间，直播带货进一步走红，电商主播作为一种就业
选择也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人社部相关报告指出，互联网
营销从业人员数量以每月 8.8%的速度快速增长。前不久，
直播销售员中的“头部代表”李佳琦就出现在上海市崇明区
政府公布的 2020年首批特殊人才引进落户的公示名单中，
让不少求职者受到鼓舞。

新职业的快速涌现也成为消费升级后的必然趋势，显
示着中国经济的强大活力与潜力。近期消费回暖，夜经济
加速回血，新的消费需求催生新职业，如人气颇高的密室设
计师、密室音效师等新职业品类。

业内人士认为，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新职业不断涌
现、成长对解决就业问题更具积极意义。

美团点评等机构发布的《2019 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
群报告》也显示，新职业从业者收入普遍较高，55%的新职
业者月收入超过 5000元，其中月薪过万元的有 24.6%、月薪
2.5万元以上的高薪人才也达到 5.64%。

此外，新职业往往对于从业者技能有较高要求，这也
驱动相关从业者自我学习、自我迭代。美团点评副总裁毛
方说，通过新职业人才的培养推动更高质量就业，激活业
态创新活力，带动消费升级，这些升级将进一步推动更多
新业态新职业诞生、成长。

（王默玲 杨有宗 王优玲）

从业者素质技能还需更进一步

职场新成员报到

本报讯 时值 7 月，韩城花
椒即将迎来成熟采摘的季节。
采摘期集中在 7 月下旬至 9 月
中旬两个多月，预计需要 10
万以上的外地劳动力支援，才
能在采摘期内将新鲜花椒采
摘完毕。

韩城市是全国最大的花椒生产基地，目前已
形成 55万亩、4000万株的种植规模，今年预计年
产干花椒可达 2800万公斤以上，折合新鲜花椒

11200万公斤以上。韩城市花椒产业发展中心的
负责人介绍，今年花椒喜获丰收，采摘工作也即
将开始，因此韩城目前急需大量外地劳务人员。

据了解，针对外来摘椒人员，韩城花椒种植户
将提供免费食宿，每采摘1公斤鲜花椒的工资报酬
在 4元左右，熟练工一般每天可以采摘新鲜花椒
30到 45公斤，每天平均收入可达到 150元以上。

该负责人表示，有意愿者可提前与韩城市花
椒产业发展中心联系，他们将为采摘人员与种植
户牵线搭桥，咨询服务电话为 0913-519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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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成龙）近日，西安交警发布通告称，
地铁八号线工程余家寨站、余家寨-贞观路区间竖
井施工将于近期实施。施工期间，该路段将进行
施工围挡。

据了解，余家寨站和余家寨-贞观路区间竖井
施工将于 7月 10日零时开始，计划工期 90天，将占

用先锋一路与太华北路之间的凤城二路南侧道路、
凤城二路与太华北路以西南侧道路进行封闭围挡。

交警部门提醒，施工期间道路变窄，通行能力
明显下降，施工路段及周边禁止占道停车。同
时，请途经车辆、行人注意交通安全，按照交通标
志、标线指示通行，或提前择路绕行。

西安明日起凤城二路与太华北路附近将施工

韩城急需十万名花椒采摘工 新闻新闻新闻

我省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3个月回升
本报讯 7月7日，陕西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我

省房地产开发总体回稳，投资销售逐步回升。随
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房地产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
进，我省连续 3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回升。

1- 5 月，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
1192.16亿元，同比增长 5.5%，比 1-4月提高 0.2个
百分点，比全国平均增速高 5.8个百分点。前 5个
月我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小幅回升，商品房销
售降幅收窄；施工速度和新开工速度减缓，但竣
工速度明显加快，影响待售面积降幅收窄，总量
稍有增加；自筹资金、定金及预收款和个人按揭
到位加快拉动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趋于宽松。

西安云上购物节带动消费300亿元
本报讯（崔春华）近日，由西安市政府主办，省

商务厅指导，西安市商务局承办的“花开长安·2020
西安云上购物节”圆满落幕。本次购物节共开展了
1500余场促销活动，累计销售额达95.79亿元，直播
带货、社群营销等新消费模式正在不断满足西安市
民“家门口消费”的需求。

据了解，此次购物节共吸引西安市 78家商业
综合体、家居家电卖场、品牌连锁店、品牌餐饮
店、中小微商贸企业及 8000余家品牌商户和经营
门店参与，带动消费达 300亿元。此次购物节期
间，西安商贸企业 4月至 5月月均销售额较 3月增
长 48%，其中线上增长 57%、线下增长 36%，客流
量较 3月增长 49%。

汉中降低企业用电成本落实惠企政策
本报讯 近日，为全力支持企业发展，汉中市市

场监管局切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力保政策红利传
导至终端用户。

连日来，汉中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阶
段性降低电价专项检查和转供电环节加价重点治
理工作，力促各项惠企电价政策切实传导到终端用
户。截至 6月底，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已累计检查转
供电主体 134家，查处违规转供电主体 15家，涉及
企业1832家，责令退还多收电费近33万元；监督各
级供电主体严格执行优惠政策，减免电费 1628.09
万元、惠及企业逾10万户。

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继续
严肃查处供电及转供电企业违法违规收取电费行为。

中央财政支持我省居家等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本报讯（徐颖 张天棋）近日，省财

政厅发布消息，中央财政日前下达陕
西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补
助资金 4867万元，用于支持陕西省榆
林市、铜川市、安康市开展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截至目前，陕
西省已有三批次共8个城市的试点工作

获中央财政补助，累计达1.59亿元。
据了解，在各地申报推荐的基础

上，经专家评审，民政部和财政部共
同确定 59 个市（区、州）为第五批中
央财政支持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改革试点地区。

近年来，在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

下，我省按照“保基本、抓示范、建机制”
的思路，通过资金引导，鼓励地方加大
政策创新和资金投入力度，统筹各类
资源，支持在街道建设社区小型养老
院、在社区建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在居民小区建设养老服务站的
嵌入式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打造 15分

钟养老服务圈，健全和完善以农村综
合性养老服务中心、互助幸福院等为
网点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形成一批
服务内容全面、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人
民群众普遍认可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成功经验，提升了我省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发展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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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门前的这条道路比较狭窄区政府门前的这条道路比较狭窄，，一旦在路边一旦在路边
停车停车，，极易造成交通拥堵极易造成交通拥堵。。

77 月月 77 日晚日晚 77
时许时许，，记者看到区记者看到区
政府大院的免费政府大院的免费
停车位已经停满停车位已经停满。。

私家车能够停到政府大院？是的，而且免费，唯
一的条件是限于19时之后、早上7时30分之前。这是
西安市灞桥区不久前推出的一项惠民举措，实施至
今，受到周边居民交口称赞。

据了解，为了优化该区交通，缓解市民停车难，
经过前期调研和交通专家现场勘查指导，灞桥区委、
区政府作出决定，从 6 月 11 日起，区政府大院、区住
建局大院晚上向私家车免费开放，双休日及法定节
假日则全天免费开放，两个大院可提供近40个车位。

灞桥区住建局一位工作人员说：“灞桥区尤其
是纺织城地区老旧小区多，路窄车多，停车难问题
突出，晚上居民回家都难找停车位，所以立足挖掘

现有资源，区委、区政府带头，开放政府大院。”据
悉，这些车位非常受周边居民欢迎，几乎夜夜停满。

同时，灞桥区还试点居民区停车位白天向社
区外车辆有偿开放，以充分利用社区内白天大量
闲 置 的 车 位 ，缓 解 到附近办事人员的停车难问
题。本次开始试点的三
棉社区南区、北区白天
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
8 时至 17 时，收费标准为
每小时2元，30分钟内（含
30分钟）免费。
本报记者 刘强 摄影报道

身边

西安灞桥：政府大院免费停车

近 日 ，国
宾级迎宾演出
2020 版《梦长
安——大唐迎
宾盛礼》在西安
城墙永宁门广
场全新亮相。
以盛唐礼仪文
化为背景，让中
外游客“一眼千
年”感受西安城
市风采。

杜成轩 摄

本 报 讯（张
维）7 月 6 日，省
发展改革委发布
消息，为顺应居
民 消 费 升 级 趋
势，更好发挥消
费基础性作用，
推进消费回升促

进经济平稳运行，陕西省促进消费扩
容提质形成强大消费市场 2020 年重

点工作敲定，其中，重点推进文旅休
闲消费提质升级，丰富特色文化旅游
产品，改善入境旅游与购物环境。

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列为工作
安排首位，根据分工，整合景区及演
艺、索道、酒店、旅行社、电商平台等旅
游全产业链资源，举办“陕西人游陕
西”等丰富多彩、利民惠民的活动。
鼓励各地发展康养旅游、研学旅游、
体育旅游、自驾旅游、休闲度假旅游

等旅游新业态。积极发挥好陕西文
旅惠民平台作用，通过政府购买、免
费或低价提供文化和旅游服务的方
式，刺激群众文化和旅游消费欲望，
培养公众文化和旅游消费意识。

支持各地创新文化旅游消费经营
模式，大力发展城市夜间文旅经济，推
动文化和旅游消费与商贸、餐饮等联
动发展。加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采购
力度，建设好均等化、标准化的公共文

化和旅游服务体系。支持在各县城区
范围内启动一批新型文旅商业消费聚
集区配套设施建设，促进区域文化、旅
游、休闲、商业等融合发展。

完善多语种旅游宣传网站建设，
整合现有资源，加强海外推介，实施
精准营销。加强对外经贸、文化交流
等宣传展示，扩大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完善入境游客移动支付解决方
案，优化购物提货模式。

游客在太白
县咀头镇七里川
村的鲁冰花产业
园内观光游览（7
月4日摄）。

近 日 ，宝 鸡
市太白县咀头镇
七里川村鲁冰花
产业园内的鲁冰
花、金鸡菊、蓝香
芥等花卉竞相绽
放，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参观。

刘潇 摄

我省多措并举促进文化旅游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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