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其200多万骑手中， 31%的 上 一
份工作是产业工人 ； 我所在的
企业 ， 技术工人的稳定率只有
24%……” 全国政协詹纯新委员
一番话， 让其他委员围绕 “企业
如何留住技能人才” 的话题各抒
己见。 （3月7日 《工人日报》）

企业如何留住技能人才， 以

往讨论很多了 ， 不是什么新话
题， 只是在技术工人日渐短缺的
背景下， 显得愈发紧迫了。 “高
质量发展需要技能人才特别是工
匠型高技能人才， 他们是产业工
人中的精英”， 这个表述很正确，
用不着反复论证。 现实的、 关键
的问题是怎样落实！

现实情况如何？ 我国制造业
长期缺乏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
能人才。 目前， 我国技术工人队
伍中， 初级工、 中级工占比达到
73%； 就业人口中的高技能人才
比重仅占5%， 远低于工业发达
国家水平； 74%的农民工为初中
及以下文化程度， 六成以上没有
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 在非
公有制企业、 小微企业， 技术工
人更是严重匮乏。 技能人才的重
要性、 紧迫性一目了然。

为什么技术工人这一职业缺
乏吸引力 ？ 人们历数经济待遇
低、 社会地位不高、 “重学历、
轻技能” 现象未能根本扭转……
种种原因导致企业出现 “技工
荒”、 高级技工 “断档”。 留住技
能人才已成企业当务之急， 也不
必赘述。

怎样留住技能人才 ？ 有人
说， 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政策， 给
予企业更多支持； 有人说， 需要
加强爱岗敬业教育， 从社会价值
观和舆论导向上营造尊重劳动、
尊重人才的氛围； 还有人说， 需
要打破管理干部、 技术人员与普
通职工之间的身份界限， 消除工
人职业发展上的 “天花板” ……
这些意见都不错， 但也都没有说
到根本或关键所在———企业本身
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

向国家要政策。 中央已经出
台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方案》 和 《关于提高技术工人
待遇的意见》， 足以显示国家导
向 、 政 府 支 持 ， 接 下 来 要 做
的 是 企 业 落 实 。 再 喊 “ 加 大
支持力度”， 莫非要政府亲自操
办么？

呼吁加强教育， 营造舆论氛
围。 企业自己厚待技能人才就是
最好的教育和宣传。 企业舍不得
投入， 舍不得 “养人”， 舍不得
办自主权范围内能够办到的好
事 ， 凭什么要求人才 “爱岗敬
业， 与企业同呼吸、 共命运”？

打破身份界限。 国家并没有
限制企业内部岗位划分， 企业完
全可以 “自行其是”。 况且， 这
里说的是留住技能人才， 是技术
工人岗位 ， 不是让人才转换身

份， 与其讨论这个 “天花板” 问
题， 莫如实实在在提高技能人才
的待遇更实惠。

由此想到正在热播的电视剧
《芝麻胡同》 中的一个情节： 腌
菜、 制酱把式 “孔老痴” 要求加
薪， 又被黑恶势力胁迫离职。 酱
园老板为了留住这位 “大工匠”，
不惜花大价钱 ， 甚至不顾冒风
险， 即使只是让他留在后院， 坐
着指挥， 也不肯放他走……为什
么 ？ 因为有没有他的手艺和指
导， 酱园的生意不可同日而语。

留住技能人才 ， 企业不能
“坐等靠 ”， 道理其实就这么简
单， 实在用不着反复论证， 更不
能坐而论道 。 企业不能厚待人
才， 人才自会 “用脚投票”； 没
有切实的尊重、 实惠的获得， 说
再多的 “道理” 都没用。

■长话短说

为了提高孩子的成绩， 不少家长会选择给孩子报
培训班， 但报了班后， 就一定有效果吗？ 如果适得其
反， 报班的钱能要回吗？ 不久前， 河南省南阳市就发
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儿。 (3月10日 《新文化报》)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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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世象漫说

留住技能人才，企业不能“坐等靠”

防预付卡“卡”人
还需提高违法成本

■两会观察

“禁止电子作业”
势在必行

徐建中： 不论年龄和性别，
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永葆青春、 变
美、 变帅。 在这样的环境包括社
会竞争之下， 医疗美容行业繁荣
发展， 据统计， 全国美容机构数
量超过10万家。 医疗美容市场很
大， 但乱象频生， 尤其是一些披
着美丽外衣的 “吸睛” 美容广告
在微商、 朋友圈大行其道。 虚假
“吸睛” 美容广告都是表象， 就
是为了混淆视听， 如果真想美容，
还是去正规的专业医院为好。

别被“吸睛”美容广告
蒙蔽了双眼

谢庆富 ： 刚办了卡充了钱 ，
美容院却跑路了； 会员卡遗失却
不能补办， 卡里800多元凭空消
失；交了预付款，房子没装修，却
莫名背上了贷款……你被预付式
消费“套路”过吗？ 日前，成都市消
协公布了2018年消费投诉数据报
告，五大消费投诉热点中，预付式
消费位居榜首。 对损害消费者权
益的商家，处罚力度要大，要让违
法成本远远高于守法成本———只
有这样商家才不会动坏心思， 或
者虽有贼心却没贼胆。

留住技能人才， 企业不能
“坐等靠 ”， 道理其实就这么
简单， 实在用不着反复论证，
更不能坐而论道 。 企业不能
厚待人才 ， 人才自会 “用脚
投票”； 没有切实的尊重、 实
惠的获得， 说再多的 “道理”
都没用。

企业索要应聘者信息不能侵犯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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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与北京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法学会劳动法分会围绕
“妇女权益保障” 这一主题开展
了公益普法讲座活动。 记者在活
动现场了解到， 按照最新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
妇女就业的通知》， 女性在招聘
录用中遇性别歧视， 可以平等就
业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 （3月
10日 《北京青年报》）

从法律角度说， 任何形式的
就业歧视都侵犯了求职者平等就
业权等合法权益 ， 属于违法行

为。 而现实生活中， “宁用武大
郎， 不选穆桂英” 之所以会成为
一些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 究
其原因 ， 还是现有的法律不给
力， 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缺少强
有力的法律保障， 给一些用人单
位有了可乘之机。

对此， 笔者认为， 要解决女
性就业者在职场上的尴尬、 消除
歧视， 首先， 立法机关要对我国
现行有效的劳动法规进行必要的
修订， 制定出针对性强、 具有可
操作性的条款， 当有了完善的反
歧视法律规定， 企业招聘过程中

的各种歧视现象才会有所收敛。
其次， 政府职能部门也要加

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与干预，
建立健全就业性别歧视救济机
制， 发现歧视现象及时干预。 再
次， 女性在遭遇就业歧视时， 也
要勇敢地站出来， 拿起法律的武
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当然，
在就业歧视诉讼案件上， 有必要
引进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以降低
劳动者维权成本， 破解劳动者维
权难， 提高劳动者走法律途径维
权的积极性。

□祝建波

□张刃

3月7日， 于女士提供的一份
《聚成广告有限公司应聘人员登
记表》 显示， 应聘者除需填写姓
名 、 出生日期 、 性别 、 婚姻状
况、 身高体重、 身份证号、 现住
址等详细基本信息外， 还需勾选
“家庭情况”， 该栏有离异或单亲
两个选项。 “家庭情况” 后一栏
备注： 企业本着对社会贡献一份
爱心， 对于单亲、 残疾、 贫困家
庭有特殊照顾 。 （3月9日 澎湃
新闻）

应聘时填登记表， 不但要填
写婚姻情况， 还要填写家庭情况
是否离异或单亲， 招聘单位索要

这些信息显然有些“过”了。毕竟，
这些信息属于个人的隐私， 即便
打出“本着对社会贡献一份爱心，
对于单亲、残疾、贫困家庭有特殊
照顾”这样的理由， 也多有不妥。
最简单来理解， 这些并不属于劳
动者必须告知的内容。

诚如律师直言， 尽管劳动合
同法规定在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
中劳动者有如实告知的义务， 但
上述如实告知义务应限于与劳动
合同履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 至于婚恋、 生育
状况、 是否单亲等， 这些涉关个
人隐私的情况， 若非是有法律依

据及岗位特殊性要求， 一则招聘
单位无权索要； 二则应聘者也没
有义务提供。

企业索要应聘 者 信 息 不 能
无底线 ， 遵守法律是基础。 对
于用人单位， 正确 “索要” 求职

者信息更须正确 “使用”。 无论
是招聘环节还是应聘环节， 擅自
向其他单位、 个人泄露求职者或
员工及其家庭隐私信息， 涉嫌侵
犯隐私， 难逃制裁， 就理当警醒
与规避。 □杨李喆

“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
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
一则教育部针对政协委员提案
的回复，让“禁止电子作业”成
为关注焦点， 进而引发了对于教
育类APP、 电子产品等在教育工
作中如何合理使用的探讨。（3
月1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禁止电子作业 ” 既有现
实的针对性， 也是势在必行。
教学和布置作业依赖电子产
品， 凸显了中小学生使用手机
等电子产品的正当性和必要
性 。 许多学生以做作业的名
义， 私下玩电子游戏， 将更难
以控制， 当目前孩子的网瘾成
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禁止学生
携带手机上学的呼声强烈， 严
禁使用APP布置作业， 是遏制
沉溺网游的应有之义。

这也是防控近视的现实需
要。 近年来， 青少年的体能与
运动素质持续下降， 最为突出
的是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 全
国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调 研 最 新
数 据表明 ， 我国小学生近视
眼发生率为22.78%， 中学生为
55.22%， 一个主要原因是长时
间使用电子产品 ， 严禁使用
APP布置作业， 对于孩子少接
触电子产品 ， 将成为一个刚
性的制约。

“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
也将提高学生书写的能力。 这
于现在尤其必要， 许多学生习
惯于电子产品上文字输入， 乃
至 “提笔忘字”。 当现在于喧嚣
浮躁的时风中传统文化不断流
失， 多采用纸质作业， 有利于
把字写好、 写漂亮。 而于老师，
也将促使自己练好板书 ， 给学
生们做出表率， 培养学生间形
成重视手写和书法的氛围。

现在动辄使用APP， 美其
名曰 “打造新型智慧课堂 ”，
实行所谓 “云课堂” 的教学方
法， 并称之为 “数字化教育”。
然而， 且不说 “数字化教育”
并非就是对电子产品的一味依
赖， 甚至因此全面否定传统教
学方式。 而如果忽视电子产品
对孩子的负面影响， 对孩子的
成长更是得不偿失。 □钱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