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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在西
安大明宫国家遗址
公园丹凤门前，冬
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灯组吸引市民
打卡拍照。

本报记者 刘强
摄影报道

“冰墩墩”花灯亮相古城快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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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网络主播、文案写手……平台经
济、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孕育出丰富的就业方式，
灵活就业也成为当下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国家
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截至 2021 年底，中
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 2亿人。

求职者选择更丰富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事业正是从灵活就业开
始的。”已经毕业 5年的柳蓁是一名视频特效制作
员，她所在的团队在业界小有名气。毕业之初，柳
蓁选择以视频“UP主”（上传者）的身份进入社会，
她制作的各类特效视频深受网友喜爱，播放量节
节攀升，最终拿到进入专业团队的“敲门砖”。

中国灵活就业人数明显增加，思维活跃、擅
长创新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成为灵活就业的主力
军。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
指导中心数据统计，2020 年和 2021 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 16%。

灵活就业不仅成为毕业生的一个就业途径，
也为企业选人用人提供了便利。相较于传统
的长期就业模式，灵活就业的优势在于相对
宽松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求职者而言，灵
活就业获取工作机会的门槛更低，不合适也可
以随时离职；对企业来说，在选人用人以及如何
用、用多久等方面也都比较灵活。因此，无论是
求职者还是企业，灵活就业都为其提供了更多的
尝试空间和选择机会。

“多面型”人才副业途径多

“人类目前对火山还知之甚少，我们虽然明白
火山爆发的原理，但准确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
也是需要持续推进研究工作的原因。”1月 14日，汤
加火山爆发的消息在网络上受到广泛关注。在某
短视频平台上，主播李东祺制作的一条科普视频回
答了网友们关心的问题，播放量突破2万次。

“做短视频只能算是副业，我的本职工作是一

名地质研究员。”李东祺告诉笔者，搞地质研究
需要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勘测，他便会借机
制作视频来展现工作日常，没想到收获了一批忠
实粉丝，也获得了可观的额外收入。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灵活就业的方式也
为李东祺这样的“多面型”人才提供了副业创
新、创造价值的新途径。目前，越来越多人拥有
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储备，可以同时满足不同企
业的需求。一些人还凭借一技之长在新经济领
域进行创新，创造出一系列有价值的作品、产
品，为自己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让灵活就业者更有干劲

国家对于灵活就业人群的保障制度及相关措
施近年来逐步完善。2021年 7月，人社部等 8部门
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
权益的指导意见》，对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合理休息、社会保险、劳动安全等权益
作出明确要求。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也提出，将进一步健全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
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针对即将面临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人社部就
业促进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运用社保补贴政
策，支持毕业生多渠道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
对有意愿、有能力创业的毕业生，人社部将给予
倾斜支持，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场地
支持等政策。

此外，也有高校推出设置创新创业学分、放宽
学生修业年限等一系列措施，支持学生选择灵活就
业。部分高校还设立了“种子基金”“学生创业园”
等计划和平台，为选择灵活就业、创新创业的学生
提供资金、场地及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支持。

专家表示，在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与保障
下，各种新型就业模式将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
让灵活就业者更有干劲。 （金晨）

全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

线上工作受到年轻人追捧

热点解答

问：因疫情新冠疫苗后续剂次未能按期接
种，有啥影响？该咋办？

答：推迟接种不会对接种效果造成影响。
如果未能及时接种第二、三剂次，建议尽早补
种未完成剂次，无需重新开始接种。

问：儿童计划免疫疫苗推迟了1个多月，
有没有影响？

答：根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
程序及说明（2021年版）》，免疫规划疫苗的
免疫程序仅规定接种的最小起始月龄，如
果没有及时接种，需补种未完成的剂次，无
需重新开始全程接种。

问：宫颈癌疫苗二针三针未按期接种，该
怎么办？

答：HPV各剂次建议间隔为最短间隔时
间，没有及时接种的人群只需及时补种即
可。建议 3剂次尽量在一年内接种完成，如
果因疫情影响超出该范围，在受种者或监护
人知情同意后，可继续完成剩余剂次；如果
受种者或监护人不同意，则取消后续接种。

问：目前儿童计划免疫疫苗和新冠疫苗供
应能保证需求吗？

答：近期西安市免疫规划疫苗供应充足，
可以满足接种需求。

新冠疫苗总体供应充足，但受厂家供应周
期影响，可能短时间内会出现某个厂家疫苗
较为短缺的情况，待疫苗到货后各级疾控中
心会第一时间逐级下发到接种单位。（李琳）

“因疫情耽搁新冠疫苗第二针，
需要重新打第一针吗？”“因为疫情，
宝宝的流脑疫苗延迟了快两个月，该

怎么办？”近日，笔者就市民关注的有
关疫苗接种的问题采访了西安市疾
控中心相关负责人。

据悉，近日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积
极推进疫苗接种。

西安市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负责人介绍
说，当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仍在高位，国内多
个省份出现聚集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可以获得相应免
疫力，从而有效降低发病、重症和死亡的风
险。随着接种疫苗时间的推移，受种者的中和
抗体水平在下降，保护效果在减弱。新的变异
株也降低了疫苗成效，突破感染不断发生。避

免突破感染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接种疫苗第
三针，快速提高抗体水平。因此，对全人群接
种新冠疫苗，提高覆盖率，并及时进行加强免
疫，对于强化人群免疫屏障、阻断新冠肺炎的
流行具有重要意义。

在保障安全接种前提下加快接种工作进
度，并保障常规免疫接种工作有序进行。接种
单位在正常开展儿童常规免疫工作的同时，延
长工作时间、及时补充人员，开展重点人群及
全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积极推进疫苗接种

为避免接种过程中出现聚集拥堵问题，西
安市启用“健康西安公众服务”微信小程序、

“西安市民健康”预约平台，实行网络分时段预
约。针对不便于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开通电
话预约、现场预约等多种预约方式。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与其他疫苗接种需间
隔14天以上，当因动物致伤、外伤等原因需接

种狂犬疫苗、破伤风疫苗、免疫球蛋白时，可不
考虑与新冠疫苗的接种间隔。

3-11岁人群接种时需家长全程陪同，并
通过医生评估且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
可接种。监护人接种当天需携带好本人和儿
童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或户口本等）以及儿
童《预防接种证》。

为防止人群聚集可多种渠道预约接种

你关心的疫苗问题答案看这里

自 3月 1日起，央行等三部门发布的《金融机
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
存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

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
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
理人民币单笔 5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 1万美元
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
份，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

随后，“个人存取现金超 5万元需登记资金来
源”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关注。

为什么要出台这样的办法？
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反洗钱。
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近年来，随着金融产品

和业务模式发生变化，金融行业反洗钱工作出现
一些新挑战，为提升我国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防
范能力，需要通过制定《办法》进一步完善反洗钱
监管制度，加强反洗钱监管。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三部门出
台新规，参照国际通行标准进一步补充完善客户
尽职调查的相关要求，有助于完善反洗钱监管制
度，打击非法的现金使用需求，提高反洗钱工作
水平，减少洗钱等犯罪行为，维护金融安全。

这样一来，是否会给普通储户存取款带来
不便？

董希淼认为，新办法对于普通客户来说影响
不大，首先，个人存取 5 万元现金的情况真的不
多了，移动支付及试点中的数字人民币等多元化
的非现金支付方式，已经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的生

活所需，不必非要使用现金。其次，就算是需要
存取 5 万元以上现金，目前只是要多填写一份
大额现金业务表，取款要勾选用途，存款要勾选
来源，未要求出具证明材料，对存取款便利程度
影响很小。

“光明正大，行得正、走得直就不怕规定，只
要填写清楚就行。”“不做亏心事又有什么好担
心的，理解银行的良苦用心。”“防止不法分子洗
钱，支持这个决定。”很多网友对于新规也表示
了支持。

另外，还有一则有关现金存取的消息引发关
注，有两家民营银行宣布将停办现金业务。

其中，辽宁振兴银行发布停办柜面和 ATM
现金业务的公告，经主管人民银行批复，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停办柜面现金存取款、零钱兑换、
残损币兑换、ATM 存取款等现金业务。北京中
关村银行发布关于停办现金收付业务的公告，经
向有关监管部门报备，将于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停
办现金收付业务。

笔者注意到，北京中关村银行和辽宁振兴银
行均为民营银行。在董希淼看来，目前我国有 19
家民营银行，民营银行“一行一点”，线下网点较
少，现金业务占比本来就很少，但是现金业务投入
成本比较高，这些银行停止现金业务，基本不影响
对客户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能降低经营成本。

“对整个银行业来说，是不会大规模地停止
现金使用的，因此，大家也不必过度解读。”董
希淼称。 （李金磊）

个人存取现金超5万需登记，什么信号？

本报讯（独萍）按照人社部实施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的部署
和安排，我省将于近期启动全国统筹信
息系统切换，期间全省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业务系统全部功能将暂停使用。

省人社厅提示，请广大参保对象妥善

安排时间，提前或延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相关业务，避免系统停机切换造成的
影响。参保单位可在2月25日前完成本月
缴费申报业务，避免因跨月申报产生利息。

自 2月 25 日 18 时起，暂停办理全省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含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全部业务。3月 11日 8时起，
各项业务恢复正常办理，线上服务同步恢
复。另外，灵活就业人员 2021年度养老
保险缴费申报截止时间延长至 3月 31日，
系统停机前和恢复后，可继续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渠道进行缴费申报。

我省将暂停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业务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赵院刚）2月 9日，记者
从省财政厅获悉，2021年，省财政厅会同
省级相关部门科学合理编制社保基金预
算，全面完成全年征收任务。

2021年，全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收入
1661.6 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13.1%。
其中，企业养老保险费累计入库 794 亿
元，完成预算的 115.5%。

我省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
“17连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
补助标准连续提高，全省 3800多万参保
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陕西全面完成2021年社保征收任务

2月 8日 17时许，在西安北站的重点
旅客候车区，一名铁路客运员坐在沙发
上，怀抱一名出生仅十余天的婴儿。只
见她一只手扶着奶瓶，另一只手轻拍着
婴儿，嘴里还温声哼唱着。

这位客运员名叫上官静，双重身份
的她不仅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是一名
正处于哺乳期的妈妈。

当日 16时许，送完重点旅客后上官
静推着轮椅准备返回候车室，路过 15B

检票口时听到婴儿啼
哭声，转头发现一名男
士抱着婴儿，一旁的老
人正帮着哄孩子。根
据经验判断，上官静上
前对两人说：“宝宝应该
是饿了。”

“原来是饿了，我们
有准备好的奶，这里有
热奶的地方吗？”

“有的，你们跟我
来吧。”

就这样，两人抱着
婴儿跟随上官静来到重
点候车区。开温奶器、

调温度、热好后排气，一系列动作非常娴
熟。奶热好后，上官静看着男子将婴儿平
躺着放在沙发上喂奶，立刻上前说：“这样
会呛到宝宝，我来吧。”

在交谈中上官静得知，婴儿刚出生
十天，因为出生时羊水污染需要治疗，
妈妈还在家中坐月子，当地医疗条件有
限，赵先生便和母亲抱着孩子乘高铁来
西安看病。

看到婴儿吃饱，攥着的小拳头渐渐松
开，满足地躺在上官静的怀里，赵先生紧
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连连道谢。

之后，在赵先生候车的1个多小时里，
上官静一直关注着婴儿的情况，教赵先生
如何正确冲奶粉、应对婴儿哭闹等。

据上官静回忆，自春运以来，她在重
点旅客候车区担任“临时妈妈”已有 10
余次。她用特殊细致的服务方式彰显
了铁路人的责任和担当，让春运暖意铺
满回家路！ 本报记者 鲜康

临时妈妈——上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