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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国家统
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最新发布的
2019年北京农民工市民化监测调
查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近八成集
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月均收入
5850元。他们维权意识较强，权益
受损时选择工会帮助的占10.8%。

新生代农民工逾六成为
高中以上学历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
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 全国
总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界定为出
生于1980年以后，16岁以上，在异
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
口。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
工群体的主体， 占比达到50.6%。
其中男性占比为61.7%，比女性高
23.4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1
岁， 其中31-40岁占比为54.7%，
21-30岁占比为42.5% ，16-20岁
占比为2.8%； 老一代农民工平均
年龄为50岁。

新生代农民工从学校毕业后
直接进入城市， 没有从事农业的
经验，对农村和土地不熟悉，向往
融入城市，享受城市的便利生活。
他们受教育程度、 职业技能等级
和接受公共就业服务的占比均高
于老一代， 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
的占到64.0%，大学专科及以上占
比最高 ，为35.2%，小学及以下的
仅占2.2%； 接受公共就业服务的
占比为23.3%。

新生代农民工拥有职业资格
证书的占比为24.1%，其中初级占
比11.9%；老一代拥有职业资格等
级证书的仅为14%。

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
为5850元

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 传统
行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减
弱， 外来农民工就业近八成集中
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主要为居民
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建筑

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
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 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职业所需
技能更高，以商业、服务业为主，
占比为32.5%，但比老一代低15.2
个百分点；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
占比为26.0%， 比老一代高9.1个
百分点；再次为办事人员，占比为
22.1%，比老一代高5.0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现状明显
优于老一代 ， 平均每周工作5.8
天 ， 每天工作8.9小时 ； 而老一
代平均每周工作6.2天 ， 每天工
作9.1小时 。 新生代月均收入为
5850元， 比老一代高896元 ， 其
中近6成月均收入在5000元及以
上 ， 比老一代高16.1个百分点 ；
近3成月均收入为4000-5000元，
比老一代高6.6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老一代
维权意识较强， 善于运用法律等
多种途径保护合法权益， 其中选
择工会帮助的占比为10.8%，比老
一代高8.3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年户均消
费比老一代高23.4%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不同
于老一代， 他们追求舒适和高质
量的生活 ， 并且事业处于上升
期， 收入增长预期较强， 家庭开
销 更 大 。 他 们 年 户 均 消 费 为
46566元 ， 比 老 一 代 农 民 工 多
8827元， 高23.4%。除医疗保健支
出外，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其他各
项支出的金额均高于老一代，特
别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差距最
大，高3057元，衣着及其他日常生
活用品支出高2096元， 食品烟酒
消费支出高1269元。

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社会
融合更深入， 交际对象不再局限
于老乡，比老一代高18个百分点；
人际关系从地缘关系转向业缘关
系， 与同事和本地朋友的关系加
深。遇到困难时，新生代比老一代
更倾向找本地朋友和同事帮忙。

北京发布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监测调查结果

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5850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５
月22日开幕。根据大会要求，今
年媒体主要通过网络、视频、书
面等方式进行采访。昨天，在北
京代表团驻地， 部分代表走进
视频采访室， 围绕今年会上准
备的议案建议、 主要关注的问
题、一年多来的履职介绍情况。

伊彤代表： 确保针对
企业的优惠政策落地实施

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伊彤
介绍，她通过调研了解到，疫情
期间，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受到
的冲击较大，由于融资困难、原
材料短缺、人员变动等，企业生
存状况不容乐观。“从中央到地
方， 各级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
帮扶政策， 给企业注入了强心
针。”伊彤说。

此次大会前， 伊彤召开了
一次部分中小微企业负责人参
加的座谈会。 “很多企业享受
到政策带来的优惠， 但是有的
政策在落实中打了折扣。 比如
有政策规定减免企业房租3个
月 ， 但是实际只减免了半个

月。 另外， 填报申请优惠政策
的手续复杂， 落实周期长。 希
望能够改进， 让企业得到实实
在在的好处。” 伊彤表示， 将
在此次的全国人代会上提交相
关建议。

王全代表： 建议推广
物业进村

王全代表是怀柔区渤海镇
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
任。作为基层代表，王全表示，
2019年，他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与群众沟通，做了很多工作，一
年下来，收获满满。

“农村也要成立物业公司，
可以大力提升村容村貌。”这是
王全今年带来的建议之一。他
介绍， 北沟村于2016年成立了
物业公司，由15人组成。物业公
司不但吸收了闲散劳动力，解
决了一部分的就业问题， 而且
村容村貌大为改观， 村民生活
更为便利，农民都非常认可。

任鸣代表： 聚焦医务
工作者 收集文创素材

任鸣代表此次带来了 “加

强导演人才培养” 方面建议，
他建议多设立一些国家层面的
导演奖项， 调动导演积极性 ，
促进戏剧繁荣。

疫情的发生， 对文化行业
有一定的冲击。 作为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的
任鸣介绍， 人艺在疫情期间并
没有停歇。 “我们进行线上剧
本朗读， 线上培训等， 不会让
演员荒废自己的业务。” 今年6
月12日， 将迎来人艺成立68年
的院庆日， 任鸣透露人艺将会
推出纪念活动。 “根据疫情防
控的要求， 届时再定是否邀请
观众到现场。”

疫情防控期 间 ， 人 艺 的
新剧 《阳光下的葡萄干》 等
两部作品没有停止创作， 创作
人员和演员一直线上对台词，
讨论剧本等 。 “一旦条件允
许， 将马上投入排练， 时刻准
备将好作品呈现给观众。”

任鸣还表示， 今后在创作
中将聚焦医务工作者。 “一直
在收集素材， 不单单是因为此
次的疫情， 主要是要歌颂医务
工作者长久以来的奉献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于5
月22日在北京开幕。昨天，全国
人大北京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研究室主任崔新建向媒体介绍
了代表团有关情况。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闭会期间，因工作调动，全国
人大河北团代表潘敬东同志 、
全国人大山西团代表赵春雷同
志、 全国人大上海团代表唐海

龙同志调入北京团， 无代表调
出。 十三届全国人大北京代表
团现有代表总数为58名。

根据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规定，北京会议中心不
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北京
团代表积极落实条例规定，主
动携带个人洗漱用品参加会
议。 据北京会议中心垃圾管理
办公室主任刘继东介绍， 此次
全国两会， 客房内不再提供一
次性用品(包括一次性牙刷、拖

鞋、牙膏、香皂、浴液、梳子）；会
议区设置分类垃圾桶， 张贴垃
圾分类宣传海报， 并减少一次
性垃圾袋、纸杯、杯垫的使用。

同时， 每个房间内都摆放
了一本 《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
指导手册》， 并分别放置 “可
回收物” 和 “其他垃圾” 两个
垃圾桶。 为了收集可能产生的
厨余垃圾， 房间内还放了一个
透明小盒子， 用于盛放果核果
皮等。

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58名代表报到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20日，
“美丽首农·赏味樱桃季” 活动拉
开序幕。 首农食品集团旗下的西
郊农场首农庄园、三元农业园、南
郊农场红星集体农庄、 长阳农场
绿色生态园、 南口农场南农百果
园五大樱桃园正式向市民开放。

首农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进入五月中旬，北京的樱桃渐
渐进入成熟期。 尤其是今年北京
雨水丰盈，樱桃生长周期长，成熟

度好，味道相比往年更加浓郁，果
实也更加饱满。

疫情防控期间， 为了让市民
安心体验樱桃采摘乐趣， 各樱桃
园均制定了严格的防控工作预
案， 将通过防疫消杀、 查验安全
码、控制人流等工作，全方位保障
游客安全。另外，有些园区还开辟
了直播通道，游客更可以“云”逛
园， 跟随工作人员讲解探索农业
奥秘， 普及营养知识。

关注2020全国两会

老旧住宅楼加装电梯需满足三个条件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20日，

北京市住建委会同市规自委、市
发改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市场监
管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手册》。《手
册》 明确了本市老旧住宅楼加装
电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手册》提到的三个条件，具
体包括： 有意愿加装电梯的业主
应当具有占有和使用该住宅的权
利，并能够出示相关证据。拟加装
电梯的住宅应满足建筑物结构安
全、消防安全、建筑节能等规范、
标准要求。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的意向及初步方案应当充分听
取拟加装电梯方位内全体业主意
见， 并经专有部分占该单元住宅
总建筑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
意，且其他业主不持反对意见。

关于本市老旧住宅楼加装电
梯申请财政补贴，《手册》提到，为
加快推进本市老旧住宅楼加装电
梯工作， 市财政对加装电梯给予
定额补助， 各区制定本区财政补
助办法。采取后补助形式，由实施
主体垫资和居民集资先期开展电
梯加装， 待加装电梯完工并取得
特种设备管理部门颁发的监督检
验合格证后， 实施主体持相关材
料向各区加装电梯工作管理部门
申请补助资金。按照“谁投资，谁
受益”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增设
电梯的投资方依法享有增设电梯
的相关权益， 并承担电梯投入使
用后的管理责任。

北京编发《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手册》

全国人大北京团代表走进视频采访室
围绕议案建议、 主要关注的问题、 履职情况进行介绍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获悉， 21日
午后， 长安街及其延长线、 前三
门大街、 东西二环北段等路段，
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
措施。

21日， 机动车出行不受车牌
尾号限行措施限制。 早晚高峰期
时段， 市区主干路及进出城区的
放射线主干道交通压力大。 早高
峰期间， 西部地区京港澳高速四
五环之间、阜石路一线进城方向、
西四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流较为
集中； 东部地区京通快速路进城

方向、 京承高速黄港路段至东北
四环进城方向持续车行缓慢。 晚
高峰期间，东三环国贸桥区、东二
环东直门桥区、建国门桥区，西二
环西便门桥区、 北三环蓟门桥区
等节点桥区，东二环、北二环、西
二环、东北三环、东四环北段、万
泉河路、 京藏高速以及酒仙桥地
区、 中关村地区周边道路交通流
量大，易出现车行缓慢情况。

午后长安街及其延长线、 前
三门大街 、 东西二环北段等路
段， 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
管理措施。 驾车出行的市民朋友

可提前选择北四环、 京承高速、
机场二高速 、 东四环 、 西大望
路 、 朝阳北路 、 朝阳路 、 两广
路、 通惠河北路、 莲石路等道路
通行。

长安街、东西二环等午后将临时交通管制

一艘无人驾驶的小船可以对
PH、电导率、溶解氧、浑浊度、温
度等水质五参数进行持续监测，
并与物联网水质监测设备互为补
充。20日，西城区首次采用人机结
合、立体交叉的巡河方式，将无人
船放入水中巡航， 通过无人船搭
载的水质传感器实时采集水质数
据， 并通过船上的摄像头查看人
眼所不可及区域的水环境状况，
从而实现了智能监测从点到面的
跨越。 本报记者 边磊 摄影报道

无无人人巡巡河河船船上上岗岗查查水水质质

首农食品旗下五大园齐开“樱桃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