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责任编辑：杨金花 郭力 版式策划：杨杰 制图：王涛

2022年8月14日 星期日/ 国内国际新闻 /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8月12日出版的《经济参
考报》刊发记者班娟娟、谢樱、邵鲁文采写的文章《稳岗
拓岗再加力 就业服务不断线——多地多部门护航高校
毕业生就业》。摘要如下：

持续开展大规模招聘，拓宽就业渠道；深度挖潜岗
位供给，促进就业扩容；强化就业创业培训，提升就业能
力……《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获悉，近段时间，多地多
部门加力护航毕业生就业，千方百计拓展就业空间。

湖南省国资委在中智招聘网、国聘平台近日集中发
布招聘信息。对于今年尚未落实去向的高校毕业生来
说，可谓是一场“及时雨”。

据湖南省国资委副主任杨晓喻介绍，目前，湖南省
属监管企业已招聘2022届应届毕业生3000余人，与去
年持平。此轮夏季招聘将为2022届高校毕业生新增
3158个就业岗位。新增岗位后，就业岗位数将较去年
实现翻倍。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
167万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稳就业的重中之
重。从部委到地方多措并举、加力护航高校毕业生就
业。

开展大规模招聘，拓宽就业渠道——人社部高频举
办百日千万网络招聘、大中城市联合招聘等系列线上线
下招聘活动。日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校毕业生
网络招聘会组织575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企业，
发布约2200个职位和约16.4万个岗位需求。

政策性岗位招聘加速推进，今年“特岗计划”招聘6.7
万人，“西部计划”招聘2万人，“三支一扶”计划招聘3.4
万人。城乡基层就业广开门路，截至目前，全国共发布城
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岗位数量8.2万个，全部面向高校毕
业生开放，其中2.5万个岗位专门招聘高校毕业生。

“真金白银”援企稳岗，鼓励吸纳就业——相关部门
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社保补贴、税
费减免、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同时，加快推进高校毕
业生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落实。

深度挖潜岗位供给，促进就业扩容——国资委要求
今年国资国企招收高校毕业生人数要在去年基础上有
更大的增幅。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要进一步挖掘岗
位潜力，把当前用人所需与超前储备人才结合起来，创
造更多就业岗位。教育部组织开展万企进校园活动，要
求全国高校“一把手”带头访企拓岗，为毕业生挖掘更多
岗位资源。

在地方，湖南省国资委要求企业深入开发科研助理
岗位，带头吸纳高校毕业生。江苏建立民营企业高校毕
业生就业岗位归集机制，挖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新
型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服务外包等民营企业岗位
资源不少于20万个。

为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升就业能力，人社部、
教育部等10部门启动实施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
划，全年将募集不少于100万个就业见习岗位。

加大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支持力度，“一人一策”提供
不断线帮扶服务。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近日表示，全面启动未就业毕业生
服务攻坚行动，落实未就业毕业生普遍联系、实名服务，对困难毕业生开展结对帮
扶，提供“一人一档”“一生一策”专项服务。

对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毕业生，免费提供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
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对有创业意愿的未就业毕业生，免费提供创业培训、项
目推介、咨询辅导、跟踪扶持等创业服务……湖南、江苏等多地打出就业创业帮扶

“组合拳”。
张莹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服务高校毕业生的高频事项，实施就业创业一件事

“打包办”，分类推出基层就业、企业吸纳、自主创业、灵活就业、培训见习等政策礼
包，集中兑现税收减免、创业担保贷款、资金补贴等政策，确保高校毕业生能够及
时足额享受到政策红利。

“从中央到地方促就业举措提质加力，企业和高校也努力打通供需渠道，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毕业生稳定就业。”复旦大学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凯
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不过，他也指出，短期内就业难与招聘难并存。对此，
一方面要搭建大学生就业云平台，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拓宽就业渠道，促进供需高
效匹配。另一方面，为困难毕业生提供更精准的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就业补
贴等帮扶举措。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新产业不断涌现，一些新的职业需求应运而生，但是传统
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需求。姚凯认为，应加快培育新兴交叉学科专
业，深化产学研融合，组织新兴产业职业技能培训、实训等活动，加强复合型人才
培养，以适应和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岗位需求。

专家认为，我国经济保持持续恢复、企稳回升态势，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等带动就业效应明显，就业有望提质扩容。多地多部门深挖岗位资源，做实做细
就业指导服务，也将进一步缓解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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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吉哲鹏 严勇 王明玉

《快乐拉祜》《实在舍不得》……动人
的曲调让人对古老而现代的拉祜山乡心
生向往，独具特色的民族表演尽显一村
一乐队、歌舞山水间的魅力；

多才多艺的“领头雁”，在乡村振兴
大舞台上大展风采，让山乡更美、让村民
生活更上一层楼……

文化遗产“活起来”，乡村旅游“热起
来”。一系列稳增长、惠民生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以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

“协奏曲”在云南村村寨寨奏响。

“唱”出幸福路，“舞”出好日子

“拉祜拉祜拉祜哟，快乐的拉祜人，
幸福吉祥、吉祥幸福……”

篝火映红人们的脸庞，来自江苏无
锡的少年乐队队员被村民的歌声打动。

“原生态的民族音乐真有生命力！”13岁
的鼓手刘双元说。

这是老达保村的日常一幕。云南省
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
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村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拉祜族口传史诗《牡帕密
帕》保护传承基地之一，也是远近闻名的
小康村。

“田埂上、茶林里、小溪边、篝火广
场，都是我们的舞台。”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拉祜族芦笙舞传承人、59岁的村
民李石开说。

老达保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彭娜儿
告诉记者，全村114户475人中，就有9
位非遗传承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3位，“我们有原创拉祜民歌300多首，吉
他200多把，一个村子就是一支乐队！”

“我们把插秧、播种、采茶的场景融
入舞蹈，编排了100多套舞蹈动作。”39
岁的致富带头人、拉祜族村民李娜倮说，
《快乐拉祜》就是她创作的。

把文化“唱出去”，让游客“走进
来”。老达保村村民组建的“达保兄弟”
等演出组合，先后参加多场民歌大赛、旅
游文化节等一系列活动，并受邀到北京、
上海、广东等地以及日本、希腊等国家演
出，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去年全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595元。

以老达保村为示范，澜沧县立足丰
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少数民族非遗项
目传承保护为抓手，在全县161个村委
会（社区）都组建了文艺队，打造了一批
民族文化创作基地，推出《摆出一个春
天》《牡帕密帕》等原生态歌舞，以特色文
化吸引游客，助力乡村振兴。

澜沧县东回镇班利村是有名的“拉
祜族摆舞之乡”，如今有了自己的演艺公
司，4支表演队、130名群众已演出上百
场，其摆舞节目《摆出一个春天》还登上
了央视春晚舞台。

“唱”出幸福路，“舞”出好日子——
2021 年，澜沧县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2852.3元，同比增长10.57%。云南各
地数以千计的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靠“独门绝活”，以“文化+旅游”

“文化+农业”等方式建设家乡。

创新赋能量，融合农文旅

“达保村寨好风光，有千万种蔬菜让
你馋，这里的青山最青，绿水更绿……”
今年4月22日，老达保园艺作物博览园
开园。开园仪式上，李娜倮为游客演唱
自己创作的新歌《幸福的时代》。一边欣
赏拉祜族特色歌舞，一边感受百花芬芳、
瓜果飘香的园艺作物，各地游客被老达
保园艺作物博览园吸引。

博览园占地 70多亩，有 14类 500
多个品种的蔬菜、水果，是政府支持建设
的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带动了22户、100
余名群众务工，每人每月可增收一两千
元。

在蔬菜采收结束后，村民又把菜地
改为水田，正在打造彩色稻田景观。彭
娜儿领着群众一边干农活儿，一边排练
节目。她告诉记者，初步统计，开园以
来，到访博览园的游客就有近2万人次，
加上演出、茶业等产业，村民今年的收入
将超过去年。

“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村民们将冬闲
地打造成园艺作物博览园、彩色稻田，开
发‘省内游’‘周边游’产品，探索农文旅
融合新业态。”澜沧县委书记刘继宏说。

近年来，云南注重挖掘、传承提升乡
村优秀传统文化，依托农耕文化、民俗文
化、节庆文化、古村落古建筑文化等，打

造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新庄村创新文
化传承，打造红色旅游基地；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元阳县阿者科村依托哈尼文化、哈
尼梯田，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据统计，2021年云南省乡村旅游接
待 3.22 亿人次，乡村旅游综合收入
1793.9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1.43%、
28.86%。

今年以来，云南出台多条针对文旅
行业的纾困政策措施，成效逐渐显现。
越来越多的游客让拉祜山乡热闹起来，
欢快的歌声、吉他声响彻村寨。

群“雁”齐引领，乡村绘新图

眼下，怒江百花岭傈僳音乐小镇，当
地农民合唱团正带着游客唱传统民歌；在
不久前于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2022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一系列极富
云南特色的乡村旅游项目精彩亮相……

一个个场景，活跃着一个个奔忙、奋
斗的身影。

小小的老达保村，就涌现出全国劳
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娜倮和云南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彭娜儿等诸多先进典
型。这些“领头雁”竞翔云岭大地，推动
乡村振兴。

2013年老达保村成立演艺公司后，
李娜倮任副董事长，村民全部入股，收入
按劳分配，让百姓在“唱歌跳舞”中实现
脱贫致富。

李娜倮多才多艺，创作出许多脍炙

人口的民歌，培养民间艺人500余人，带
头结成20多个“党员+群众”的帮带对
子，将党的政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
内容编进“双语”歌舞里。

“做给群众看，更要带着群众干。”李
娜倮说。她和彭娜儿等党员带领群众日
出而作、日落而演。2020年老达保村被
列入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21
年老达保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4岁的拉祜
族姑娘戈娜四去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
乡班利村，承包了由沪滇两地投资建设
的咖啡馆。开业至今，从“单兵作战”发
展到5个人的团队。这位年轻的创业带
头人，见证了沪滇帮扶协作给村里带来
的巨变。

“这一年来，上海给村里援建的党群
服务站投入使用，民族文化传承馆、图书
馆、陶艺馆等都开张了，旅游产品越来越
丰富。”戈娜四说。

曾挂职澜沧县副县长的上海市黄浦
区干部张辉接受记者采访说，得益于国
家的各项政策，当地群众深耕民族传统
文化，田野处处是舞台，培育带头人、开
发文旅产品也成为沪滇帮扶协作的重点
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省委组织部
先后实施乡村人才“归雁”工程、“领头
雁”培养工程，村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彩云之南，展示乡村振兴新画卷。
（新华社昆明8月13日电）

彩云之南：奏响农文旅融合“协奏曲”

□新华社记者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10日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
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多国人士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这份白皮书展现
了中方追求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
决心。

厄瓜多尔外交部前副部长拉斐尔·
金特罗表示，中方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
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表明了中国推
进国家统一进程的坚定决心。他指出：

“了解台湾问题要从真正的历史着手，台
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应得到遵守。”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认
为，白皮书明确表达了中方推进实现国
家统一的立场和政策。“今天的中国国力
不断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有信心
也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以台制华’的
图谋注定破产”。

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翁诗杰说，美国的焦虑感日益增加，台湾
问题长期以来被美方用作遏制中国的地
缘政治工具。他指出，白皮书的发表及
时而必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
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坦桑尼亚执政党革命党主管国际关
系的副书记卢宾加代表该党发表声明
说，革命党一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在台
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反对外部势力挑衅。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分

裂中国的图谋。
克罗地亚前总统约西波维奇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克罗地亚始终坚定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非洲对华友好协会联合会会长阿萨
内·姆本格从白皮书中读出中国争取和
平统一的诚意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决心。姆本格表示，非洲对华友好
协会联合会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强
调违背这一原则的行为是危险的。

拉脱维亚《今日报》主编安德烈·什
维多夫告诉记者，白皮书发布非常及时，
有理有据地表明了中国的一贯立场。联
大第2758号决议和大量国际文件充分
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法理事实清楚，不容
曲解。

居住在科威特的黎巴嫩作家和媒体
人士哈姆扎·奥拉扬认为，白皮书系统阐
述表明台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
的一部分，中方反对分裂行径合理合法。

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
员韦罗妮卡·莎拉斯瓦蒂指出，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世界各国都应尊重和支持
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台湾
问题不能成为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
理由或工具。

“一些外部势力试图改变台海现状，
支持‘台独’分裂分子，企图破坏地区的
和平、安宁和经济发展。”柬埔寨贝尔泰
国际大学资深教授约瑟夫·马修斯指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台制华”图谋
注定失败。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村，致富带头人、拉祜族村民李娜倮（中）带领村民演出（2022年7月5日摄）。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这是8月12日拍摄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现场。8月13日，第十
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开幕式于 12日晚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并录制。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

88月月 1313日日，，村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村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平庄镇包东村晾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平庄镇包东村晾
晒辣椒晒辣椒。。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田间地头收获忙田间地头收获忙
新华社海口8月 13日电 （记者

刘邓）记者13日从海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正
千方百计安排滞留旅客离岛。截至13
日6时，海口美兰机场共运送滞留旅客
1514人，三亚凤凰机场共运送滞留旅
客7321人。

8月1日至8月12日24时，海南省
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 6399
例，其中确诊病例3315例、无症状感染
者3084例。其中，12日海南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 59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832例。

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综合组副组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级巡视员杜建伟介绍说，目前三亚市
疫情仍处于高位平台期，儋州、陵水、东

方、临高、万宁、乐东等市县疫情仍处于
发展阶段。

杜建伟说，海南已统筹广东、湖北、
湖南、浙江、江西等省份援琼医疗队接
管省内6家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截至
8月13日6时，海南已收治阳性感染者
6293人，累计出院8人，无死亡病例。

杜建伟说，下一步，海南将统筹核
酸检测力量，全力提升疫情增长较快市
县的核酸检测能力；坚持救治关口前
移，重点关注可能会转为重型、危重型
的患者，加强病例转运、诊疗等信息互
联共享，为患者转入方舱医院后续治疗
提供支撑；统筹用好本地医疗资源和兄
弟省份支援力量，既满足方舱医院急
需，也保障好本地居民正常就医尤其是
急诊、急救的医疗需求。

海南千方百计安排滞留旅客离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