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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数字经济里蕴含了多少新岗位
酷！ 新技术应用里有新岗位

系上安全带、 点击屏幕 “开
始” 键， 车辆缓缓起步。 随着近
日百度在北京推出自动驾驶体验
服务， 无人驾驶车辆在越来越多
的城市道路上奔驰。

无人驾驶的背后是人工智能
的成熟与应用。 当前， 各行业对
图像语音识别、 算法模型构建等
需求上升， 用数据采集和标注教
会AI感知、 思考和决策的AI数据
标注师等新职业快速兴起。 仅百
度与山西数据标注中心未来5年
就预计培养5万名AI数据标注师。

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企业 “痛
点”，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逐渐走
俏； 将各环节的数据集成并形成
方案， 智慧城市架构师走进城市
建设一线； 围绕网络互联、 标识
解析等开展规划设计， 工业互联
网工程技术人员应运而生……

随着5G加快推进 、 互联网
演进升级， 很多新技术都从概念
快速步入大规模应用。 这一过程
中， 新职业、 新机会不断涌现。

人社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的
新职业中， 不少是由新技术推动
而 来 。 中 国 信 息 通 信 研 究 院
《5G产业经济贡献》 预计， 2020
年至2025年 ， 5G将直接创造超
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技术创新促进了新职业的
涌现， 新职业的兴起也显现了中
国经济的活力。” 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院长刘多说， 职业之变正
为经济社会发展开拓空间。

潮！ 新业态 “书写” 职
业新概念

接到浙江海宁供电公司发起
的分钟级需求响应邀约， 浙江科
杰新材料有限公司调整太阳能集
热管生产线的生产时间， 间歇关
停部分用电设备。 1小时的响应
时间段里， 企业压减负荷882千

瓦， 并获得补贴。
依据智能电表精准采集数

据 ， 供电系统通过APP启动邀
约， 发动用户侧调节负荷资源，
在为企业降低成本、 让生产更绿
色的同时， 也催生了综合能源管
理师等新岗位。 目前， 多地区供
电公司都推出了专门岗位服务客
户节能， 不少制造企业也设置了
能源管理专员。

新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 数
字经济等领域蓬勃兴起， 为新就
业形态提供了可能。

不久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以短视频平台
抖音为研究对象发布报告显示，
2019年 8月至 2020年 8月 ， 共有
2097万人通过抖音直接获得收
入。 截至2020年7月， 超400万家
企业在抖音开通企业号， 更新业
务模式， 拓展业务形态。

新业态丰富了就业岗位， 改
变了就业结构。 近日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确定支持新业态新模
式加快发展带动新型消费的措
施， 并提出强化灵活就业劳动保
障， 支持企业开展 “共享用工”。

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认
为， 对新就业进行规范和保障，
既有利于企业、 互联网平台等加
快开发就业岗位， 又增强劳动者
从业信心， 促进就业创业。

稳！ 筑牢数字基础创造
更多机遇

新职业的发展离不开新经济
的澎湃。 今年以来， 围绕加快推
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系列举
措不断推出。 数字基础进一步夯
实， 为创新创造带来更多可能。

目前， 工信部正加快推动数

字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
协同攻关 ， 加快5G网络建设进
度 。 预计年底实现5G地级市室
外连续覆盖、 县城及乡镇有重点
覆盖、 重点场景室内覆盖。

在 5G带动和需求引领下 ，
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中的主引
擎地位进一步巩固。 工信部副部
长辛国斌表示， 下一步将重点支
持面向智慧医疗、 虚拟企业专网
等7大领域的5G创新应用。

工业互联网外网建设和内网
改造、 计算能力的布局等也在稳
步推进。 相关研究表明， 预计今
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值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11%。

数字领域人才培育也在提
速。 不久前， 教育部与工信部联
合发布 《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
建设指南 （试行）》， 在关键基础
软件、 大型工业软件等领域， 培
育建设一批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
院， 加快人才培养。

工信部提出， 将围绕数字经
济对人才的特色化需求， 建设完
善教学体系，注重产业导向，鼓励
企业开放资源， 促进人才培养与
人才需求无缝对接。 据新华社

AI数据标注师、 互联网营销师、 供应链管理师……

通过数据标注实现图像识别、 设置模型进行供应链管理、 利用大数据尝试个性化教学……今年以
来， 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在为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提供助力的同时， 也创造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
职业。

随着新基建加快推进， 数字经济还将带来多少机会？ 这些逐渐兴起的新岗位里， 有你的身影吗？

来自广东的22岁小伙方
坚泽出生时就患有 “金刚砂
德 赖 富 斯 肌 营 养 不 良 症
(EDMD)”。 因为患病， 他从3
岁开始就只能坐着轮椅。 今
年8月， 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
他拿到了HSA （有障人士潜
水） 潜水证， 便迅速开始了
对海底世界的探索。

爱上潜水， 是因为这项
运动给他一种完全自由的感
觉。 对于经常借助轮椅的方
坚泽来说， 潜水时他完全掌
控自己， 自如游动， 甚至还
可以拖着东西一起游。 “这
一切在陆地上是根本想都不
敢想的事情， 那是一种高度
自由 、 高度沉浸式的体验 ，
回味无穷。” 方坚泽说。

想要获得这种自由并不
容易。 潜水对于体力、 身体
协调、 呼吸都有要求。 方坚
泽说： “潜水需要用全身力
量 去 配 合 。 在 水 下一开始
呼吸紊乱， 做不好耳压平衡，

浮力不稳定， 有时候甚至会
侧翻 ， 像 条 死 鱼 翻 白 肚 那
样。”

通过教练的指导和自己
不断练习， 方坚泽慢慢克服
这些困难， 并根据自己的身
体特点 ， 摸索出一套自己的
游动方法， 成功考取了证书。

这次的海南之行 ， 方坚
泽在蜈支洲岛实现了两天四
潜， 不但体验了奇妙的海底
世界， 还创造了自己的最深
下潜纪录14米。 “这项运动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非
常愉悦。” 方坚泽说。

除了潜水， 方坚泽还在
2019年尝试了双人跳伞 。 实
现了 “上天下海” 的他逐渐
意识到， 运动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 了 身 体 康 复 ， 还
让他感悟到即使身体上与大
家不同， 也可以去实践力所
能及的运动， 体验不一样的
精彩。

据新华社

抛开轮椅， 下潜！

新华社电 以 “同讲普通话，
携手进小康” 为主题的第23届全
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14日拉开帷
幕 。 记者从活动开幕式上了解
到， 目前， 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
及率达到80.72%， “三区三州 ”
深度贫困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61.56%。

开幕式以线上方式在北京、
乌 鲁 木 齐 、 和 田 三 个 城 市 同
步举行。

教育部副部长、 国家语委主
任、 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副组长
田学军介绍， 23年来， 推普周作
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

作的重要平台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国普通话普及圆满完成语言文
字事业 “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工
作目标，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书
同文 、 语同音 ” 的梦想初步实
现， 创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
国家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
功范例。 进入新时代， 加强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面临着新
任务新要求。 要充分发挥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提高人民群众
科学文化素质的作用， 坚持从娃
娃抓起， 使各族群众从小掌握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 推动国家语言

文字事业再上新台阶。
推普周期间， 将开展线上系

列宣传活动 ， 包括在 “学习强
国” 学习平台创建语言文字专属
强国号、 开展推普专项答题， 制
作推普创意短视频、 微信表情包
等 融 媒 体 产 品 ， 在 微 博 、 抖
音 等 平台发起相关话题接力互
动， 开展线上答题挑战和AI普通
话测评等， 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
形式， 宣传推广普通话。 全国各
地将结合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及中
华优秀文化传承等， 开展内容丰
富、 形式多样、 特色鲜明的系列
活动。

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80%

新华社电 记者14日从国家
网信办获悉， 自7月起开展2020
“清朗” 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
专项整治以来， 全国网信系统累
计暂停更新网站64家， 会同电信
主管部门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
案、 关闭违法网站6907家。

据介绍， 各地网信部门依法
严厉打击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网课学习栏
目存在的突出问题， 已指导有关
网站平台依据用户服务协议关闭
违法违规账号群组86万余个。

在国家网信办公布的典型案
例中，批改网APP等4款应用存在
大量与学习无关的不良和低俗信
息；好看视频APP、芒果TV网等4
家平台推送低俗信息以及游戏、
购物广告等与学习无关内容。

爱奇艺、 百度输入法等5家
平台的11款常用工具类应用弹窗
过多过频过大， 甚至推送低俗信
息 ， 严重干扰网课秩序 ； “橙
光” APP等2款青少年常用应用，
存 在 大 量 色 情 信 息 以 及 渲 染
未 成 年人开房 、 拜金主义等不

良内容。
此外， 新浪微博、 豆瓣网等

6家平台存在诱导未成年人无底
线追星， “饭圈” 互撕等不良信
息， 也受到了网信部门的查处。

据介绍， 针对这些问题网站
平台， 国家网信办视违规情节和
性质， 依法分别采取约谈、 责令
限期整改、 停止相关功能、 全面
下架， 停止互联网接入服务等处
罚措施， 坚决打击损害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的违法违规
行为。

一批涉未成年人违法违规网络平台被查处

新华社电 记者从济南市政
府获悉， 《济南市个人诚信积分
管理办法 （试行）》 将于今年10
月1日起施行， 明确个人诚信积
分可享受多项 “信用惠民 ” 激
励， 以提升全社会诚信意识。

根据办法， 济南市个人诚信
积分评价信息主要包括公共信用
信息及市场信用信息， 其中公共
信用信息包括身份识别信息、 荣
誉奖励信息、 社会贡献信息、 遵

纪守法信息、 行政管理信息、 守
信践诺信息等。

济南市对各类公共信用信息
进行了细化明确。

济南市明确， 对信用状况良
好的个人， 公共信用信息管理主
体可以在法定权限范围内采取激
励措施。 其中， 在行政管理和公
共服务中， 给予绿色通道、 容缺
受理 、 程序简化等便利服务措
施； 在媒体推介、 荣誉评选等活

动中， 同等条件下列为优先考虑
对象； 在财政性资金项目安排、
实施招商引资配套优惠政策等方
面， 同等条件下列为优先选择对
象； 在推荐入驻孵化基地， 评选
优秀创业项目、 创业典型等创业
服务过程中， 同等条件下列为优
先选择对象； 在济南市公共图书
馆办理图书借阅时， 可享受免押
金、 借阅期延长、 借阅册数增加
等服务。

济南诚信积分可享“信用惠民” 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