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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第七
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 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将于10月12
日在南昌大学开幕。 记者10月11
日从教育部获悉， 本届赛事规模
再创新高， 实现了 “三个覆盖”：
内地院校参赛全覆盖、 教育全学
段参赛全覆盖、 世界百强大学参
赛基本覆盖。

今年共有来自国内外121个
国家和地区、4347所院校的228万
余个项目 、956万余人次报名参
赛，参赛项目数增幅达55%，参赛
人次增长51%。 尽管受到疫情影
响，今年仍有来自国外117个国家
和地区的1263所学校 、5531个项
目、15611人报名参赛， 增幅分别
达到68%和74%，基本囊括了哈佛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等世界排名前100的大
学。职教赛道共计2116所院校、86
万余个项目、330万余人次报名参
赛。 萌芽赛道共计228个项目参

赛。为适应赛事发展，总决赛入围
项目由1600个增加到3500个 ，金
牌数量由158个增加到320个。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介绍， 为
引导高校把创新创业教育与破解
产业实际技术难题有机结合， 本
届大赛新增了产业命题赛道。 产
业出题 、 高校揭榜 ， 华为 、 腾
讯、 京东、 字节跳动、 南方航空
等多家知名企业高度关注、 积极
参与 ， 国内共有 1024所高校 、
10466个项目、 59454人次报名参
赛， 有力促进了赛事成果转化与
产学研深度融合。

“互联网+” 大学生双创大
赛开展七届以来， 累计603万个
团队的2533万名大学生参赛， 实
现了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高等
教育的贯通。 2015届—2020届毕
业生中共有创业大学生54.1万 ，
其中毕业生44.4万 ， 在校生 9.7
万， 仅六届大赛的400多个金奖
项目就带动就业50多万人。

第七届“互联网+”大学生双创大赛
实现“三个覆盖”

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中科
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 国际小行
星中心近日最新发布了该台刚发
现 的 一 颗 新 彗 星 C/2021 S4
（ Tsuchinshan） （ Tsuchinshan为
“紫金山” 的威妥玛式拼法）。 这
是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第
7颗彗星 ， 也是第5颗以 “紫金
山” 命名的彗星。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赵海斌向记者介绍， 今年9月29
日晚，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盱眙
观测站开展了整夜巡天观测 。
北 京 时 间 9月 30日 2时 31分 15

秒， 一颗新的天体进入了近地天
体望远镜的视场。 当时该目标的
亮度为20.5星等， 视运动速度为
0.0767352度/天， 视运动速度与
典型的主带小行星有很大差异。

“我们将其确定为重要目
标， 启动了后随跟踪观测， 并向
国际上共享了数据， 发起了国际
后随跟踪观测需求。” 赵海斌说，
意大利、 澳大利亚、 西班牙等多
个国家的天文工作者相继开展了
观测。 10月8日， 国际小行星中
心公布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
了一颗新彗星。

我国新发现一颗彗星

———读懂家政兴农的深意与前景

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山西
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为应对近期
持续降雨天气对全省秋收秋种带
来的不利影响， 山西省正在受灾
地区开展农业 “双减双抢” 即减
灾减损抢收抢种工作。

近段时间以来， 山西省出现
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造成土壤含
水过多 ， 部分低洼地块积水严
重 。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通报显
示， 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已致全省
284.96万亩农作物受灾。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 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的关
键期， 未来十天山西省还将有两
次降雨过程， 连续降雨将加重农

田渍涝， 给秋作物适时收获晾晒
和小麦适期播种带来很大困难，
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山西的平川地区是粮食的
主产区， 但雨情导致土壤含水过
多 ， 排涝散墒是当前的主要工
作， 目的就是为了抢收。” 山西
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处长
谷勇说， 目前山西全力组织各类
机械 ， 动员各方力量 ， 疏通沟
渠、 抢排田间积水。 对墒情适宜
的地块， 做好农机跨区作业； 对
土壤湿度偏大的地块， 必要时对
现有收割机进行适当改装， 抢晴
抢时收获； 对田间积水严重的地
块组织动员群众人工抢收。

山西在受灾地区
开展农业“双减双抢”工作

今年9月全国受理
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524.6万件

新华社电 中央网信办 （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违法和不
良信息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 今年9月， 全国各级
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524.6万
件。

其中， 中央网信办 （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 违法和不良信
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44.9万件 ，
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理举报
107.4万件 ， 全国主要网站受理
举报1372.3万件。

在全国主要网站受理的举报

中， 微博、 百度、 阿里巴巴、 腾
讯、 快手、 豆瓣、 今日头条等主
要商业网站受理量占69.8%， 达
957.3万件。

中央网信办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中心表示， 在各级网信部门指导
下， 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不断畅
通举报渠道 、 受理处置网民举
报。 广大网民可通过12377举报
电话、 “网络举报” 客户端等渠
道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 共同
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2000万行业缺口可吸
纳巨大农村劳动力

余国新， 云南迪庆州维西县
人， 1994年出生的 “大山男孩”，
如今是上海的一名家政服务员。

曾是云南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 余国新一家于2019年底实现
脱贫。 2018年11月， 一个偶然机
会让他来到上海 ， 结缘家政 。
“我做家政服务员的收入是在老
家工资的三倍， 这一行业让我实
现了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的
梦想。” 余国新感慨道。

像余国新这样通过家政服务
解决就业问题、 走上脱贫致富路
的例子不在少数。 商务部服贸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 ， 自 2017年以
来 ， 商务部大力实施 “百城万
村” 家政扶贫， 会同相关部门出
台就业、 创业、 培训、 保险、 金
融、 信用建设等支持政策。 截至
2020年底， 累计吸纳85万贫困地
区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 取得积
极成效。

商务部数据显示， 我国家政
服务从业人员已达3000万人， 约
有90%的人员来自农村地区。 该
行业目前存在2000万人左右的缺
口， 可以说， 就业门槛低、 就业
容量大的家政服务业在吸纳农村
劳动力方面有广阔空间。

2020年底， 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 接下来， 为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商务部根据党中央
决策部署， 在前期家政扶贫工作
基础上 ， 提出家政兴农行动计
划。

“这一计划务实并有重要意
义。” 商务部研究院服贸所副所
长俞华说， 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
接受家政服务培训、 有一技之长
后 ， 会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
入， 还可以通过再培训拓展更多
就业门路 ， 能有力巩固脱贫成
果、 助力乡村振兴。

“另一方面， 家政服务业是
‘朝阳产业’ 和 ‘爱心工程’， 家
政兴农行动计划能有效弥补行业
缺口， 满足城市家庭育儿养老的
现实需求， 可以一举多得。” 俞
华说。

22条举措打通供需两
端痛点堵点

在家政服务领域， 从供给侧
看， 农村劳动力 “出不来、 留不
住、 干不好” 是突出难点； 从需
求侧看 ， 消费者找家政服务员
“找不着、 找不起、 找不好” 是
痛点堵点。

文件提出7项22条工作举措，
亮点之一即坚持问题导向、 系统
推进， 打通家政服务供需两端的
堵点痛点， 系统推进行业高质量
发展与就业帮扶。

如何确保 “出得来”？ 文件
提出， 强化重点人群帮扶 ； 加
强供需双方对接， 建设家政劳
务输出基地 ； 促进家政服务下
沉， 鼓励家政从业人员返乡创业
等。

“确保农村劳动力 ‘出得
来’ 是做好家政兴农工作的第一
步。” 商务部服贸司有关负责人
说 ， 不少偏僻乡村由于交通不
便、 生活闭塞， 对外界生活不太
了解， 文件中明确了加强返贫动
态监测， 并要求当地做好信息发
布和政策宣传讲解， 这将帮助有
意愿从事家政服务的劳动力顺利
外出就业。

要确保 “留得住 ” “干得
好”， 既要提升家政服务员的职
业技能 ， 又要维护好其合法权
益。

在培训方面， 文件提出： 加
大脱贫人口、 农村低收入人口等
的家政培训力度， 按规定对符合
条件的给予生活费补贴； 支持各
类实训基地建设等。

家政服务企业 “阿姨来了”
相关负责人周袁红告诉记者， 家
政培训大多因陋就简， 这一文件
明确提出要加强技能培训、 人才
培养， 给了企业极大信心。 “未
来我们将加大培训投入， 构建母
婴、 育婴、 养老、 厨艺等不同服
务场景， 让家政服务员有更多实
操和演练机会。”

此外， 文件提出优化从业环
境， 研究推进家政领域平台灵活
就业人员职业伤害权益保障工
作； 为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情
感陪护、 人文关怀等服务。 文件

还提出规范员工制家政企业用工
等举措。

一些家政服务员表示， 文件
中关于子女陪护以及个人权益保
障的规定非常 “暖心”， 政策的
出台将让家政服务员群体更安
心、 更有保障地在城里工作。

上海悦管家相关负责人孙小
敏对记者说， 家政企业推行员工
制得到官方认定， 能更好解决家
政服务用工问题， 让企业发展更
有信心、 家政服务员更加安心。

补齐标准认证、 诚信体
系建设等短板

当前， 家政服务业仍存在供
给不足、 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
家政服务如何 “找得着” 又 “找
得好”？

标准认证、 诚信体系建设至
关重要。 对此， 文件提出： 强化
标准认证， 加强家政服务质量监
测， 开展家政服务质量第三方认
证； 健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 依
法依规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等。

俞华说， 目前， 家政服务质
量是行业发展的突出短板， 因为
家政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权
责界限不够清晰， 服务质量难以
量化界定， 行业未能形成优胜劣
汰的良性循环。

他建议， 通过规范合同等方
式进一步明确双方责任和权利，
完善家政信用体系， 建立健全服
务消费质量标准， 形成优质优价
的良性循环。 “文件提出的举措
就很有针对性。”

目前我国在家政服务业标准
化和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
进展。 “十三五” 时期， 各地制
定地方性标准规范超过160个 。
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初步建立， 家
政信用信息平台累计归集1.6万
家家政企业、 1200万条家政服务
员信息。

商务部服贸司相关负责人
说， 接下来， 商务部将制定年度
工作计划， 明确任务分工， 确保
政策落地见效。 同时， 将及时总
结推广家政兴农的成功经验和典
型案例。

据新华社

10月11日， 宁夏电投西夏
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供热
设备进行巡检。 临近供暖季，
宁夏电投西夏热电有限公司组
织开展供热设备专项检修， 为
即将开展的供热工作做好保
障。 据了解， 该公司目前已完
成4台机组、 共计460项检修项
目， 确保供暖季如期供热。

新华社发

备战供暖季

家政服务业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当家政与 “兴农” 结合， 如何激
发行业发展潜力、 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日前， 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
印发了 《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提出7项22条工作举措。
透过这一 “路线图”， 我们一起读懂家政兴农的深意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