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家过年的意义
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

“花样留人”
关键还要留心

近日 ， 在 “农民工第一大
省” 广东， 一股针对劳动力输出
大省 “逆向招工” 的热潮悄然拉
开序幕 。 在广东省人社厅组织
下， 中山市10家重点企业及人力
资源机构乘着跨省招工专车， 奔
赴广西贺州 、 贵港等地招工 。
（1月11日 《经济日报》）

从坐等招工到上门招工、 跨

省 “抢人”， 从企业挑劳动者到
劳动者挑企业、 挑老板。 “逆向
招工” 所体现的不仅是招工形式
与 “方向” 的转变， 还有招工姿
态与理念的转变。 企业放下身段
带着诚意和暖意 “逆向招工 ”，
彰显了对劳动者的尊重和渴求，
给劳动者创造了更好的就业选择
环境， 也有利于缓解招工难的问
题 ， 能够获得更多用工主动 。
“逆向招工” 实为保用工、 稳就
业的双向奔赴， 能够实现双赢甚
至多赢。

比之劳动者到企业所在地碰
运气、 找机会， 劳动者在家门口
坐等企业送岗无疑变得更加踏
实、 从容， 且企业定向提供的就
业岗位更具针对性， 能给劳动者
带来就业选择便利， 拓展劳动者
的就业视野， 也能降低劳动者的
求职成本， 提升就业岗位供需匹

配度和劳动者的选岗成功率。
广东省人社部门组织企业和

人力资源机构跨省 “逆向招工”，
用政府公信力为招工诚信背书，
能够保障招工信息的真实性、 可
靠性， 给劳动者吃了一颗 “定心
丸”， 有助于规范招工程序， 提
升招工质量， 维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而在企业订单暴涨、 亟须
补充用工之际， 广东人社部门及
中山市等地敏锐地捕捉企业的用
工需求， 急企业之所急， 办企业
之所需， 组织企业及人力资源机
构跨省招工， 并辅以发放 “新招
员工奖励补贴” “以老带新” 奖
励以及 “中介机构引工” 补贴等
政策激励措施， 是对企业实打实
的关爱和支持， 能够有效缓解企
业用工的难点、 堵点、 痛点， 减
轻企业的生存发展压力， 增强企
业的活力和动力 ， 对企业保订

单、 破解 “用工荒” 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不是简
单的招工、 用工、 应聘关系， 而
是相互借力和合作关系。 广东的
企业到外地 “逆向招工”， 不仅
支撑了广东的企业发展， 让广东
受益， 也给劳务输出地提供了大
量就业机会， 促进了劳务输出地
的就业工作。 广东省在 “逆向招
工” 的同时， 还与劳务输出地积
极开展线上线下对接、 人社部门
对接、 校企对接、 人力资源机构
对接、 共享用工对接等活动， 为
招工 、 就业搭建平台 ， 畅通路
径， 增加机会， 优化环境， 而劳
务输入地和输出地的校校合作、
校企合作也精准培养了符合产业
需求的大量技能人才， 为两地甚
至多地的产业发展输送了高质量
的劳动力资源。 劳务输出地不乏

脱贫不久的地区， 广东等劳务输
入地也即经济发达地区通过 “逆
向招工” 等方式加大面向劳务输
出地的送岗招工力度， 有助于稳
定或提升劳务输出地的就业率，
而就业率稳了， 民众的收入也就
稳了 ， 民生能得到更坚实的保
障， 脱贫攻坚成果能得到更有效
的巩固， 乡村振兴就能得到更有
力的支撑。

政府组织多方 “逆向招工 ”
并推出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是
多向送温暖，体现了责任担当，也
契合了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兜牢民生底线、 落实落细就业优
先政策、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等战
略要求，释放出积极的发展信号，
给市场主体和民众注入了信心。
这样的好做法迎合了多方需求，
能创造多维价值， 实在是多赢之
举， 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网络主播的 “嘴”， 保健食品的 “水”。 一段
时间以来， 在一些网络主播的嘴里， 一些保健食
品被吹得天花乱坠、 神乎其神， 具有很多有益健
康、 防病治病的 “功能” 或 “疗效” 等， 被注入
太多的水分 ， 欺骗误导了消费者 。 (1月15日
《法治日报》） □王铎

作为河南省郑州市重点民生
实事之一， 郑州市人社局和各区
政府探索推进规范化零工市场建
设， 强化零工群体就业服务， 取
得积极进展。 1月12日， 郑州市
内五区零工市场挂牌成立， 进入
运营阶段。 （1月13日 《河南工
人日报》）

据报道， 郑州市内五区根据
工作实际， 在零工市场的服务内
容和服务形式上进行特色化探索
和实践。 如： 中原区零工市场建
设有便民餐厅和超市。 二七区将
劳动监察、 劳动仲裁和工伤等融
合， “一站式” 解决劳务纠纷。

金水区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 “数
字化零工市场”， 实现零工 “家
门口” 服务。

小零工关系大民生。 各地快
速发展的零工市场， 发挥着就业
“蓄水池” 的重要作用。 不仅为
用人单位提供了更低成本更便捷
的用工方式， 还为劳动者带来了
更低门槛更灵活的就业形式。 但
零工市场建设打造要紧跟市场发
展需求， 走规范化、 特色化发展
之路， 用心用情把零工市场打造
成为用工双方都信任和向往的
“暖心桥”、 “避风港”。

首先， 零工市场建设要规范

化。 各级相关部门应将零工市场
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进行规划
安排， 建设的零工市场要有固定
的场地、 必备的服务设施和管理
措施， 做到名称标识、 服务内容
和办事流程统一。 其次， 要走特
色化发展之路。 根据劳动者和用
工企业的实际需求， 布局相应服
务设施， 拓展服务功能， 满足用
工双方住宿 、 用餐 、 购物 、 停
车、 休息等方面的需求。 同时，
针对性开展政策咨询 、 技能培
训、 纠纷调解等方面服务， 努力
培育打造特色劳务品牌， 促进零
工就业提质增效。 □赵杰昌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李英锋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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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多方“逆向招工”
并推出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 ，
是多向送温暖， 体现了责任担
当， 也契合了去年年底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兜牢民生底线 、落
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 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等战略要求， 释放
出积极的发展信号， 给市场主
体和民众注入了信心。

■世象漫说

1月10日， 旅客在5640次列
车新春年货铺观看演出。 5640/
39次列车是一趟穿行在贵州少数
民族地区 、 逢站必停的 “慢火
车”。 列车线路始达的两端， 一
端是贵州省省会贵阳， 一端是贵
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 途
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多个乡
镇， 337公里的里程串联起沿途
100多个少数民族村寨。 （1月13
日 《工人日报》）

据报道，2019年以来，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客运
段上海二队为方便沿途少数民族
地区群众置办年货， 每年春运伊
始到除夕前， 均会视近期客流情

况， 在这趟列车上开设新春年货
铺， 平价为旅客供应年货。 今年
“慢火车”上的年货铺，比往年更
热闹，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年味，更
受到沿途旅客的广泛好评。

何谓“慢火车”，说的简单明
白一点， 就是列车沿途经过的车
站，不管是大站小站，每站都停 ，
而且票价十分便宜， 保留了部分
的公益性质。 有些人或许存疑：现
在都已是高铁时代了， 高铁压缩
了时空距离感， 有利于提升百姓
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可为什
么还要保留一些相对落后的 “慢
火车”，还要在车上设年货铺？

笔者以为， 我国的发展成绩

举世瞩目， 可现在还是一个发展
中的大国， 每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不可能完全同步， 难免会有些不
平衡之处。 特别是西部边远地区
山多、坡多，交通发展相对滞后，
适当保留“慢火车”，并在春节前
在车上开设年货铺， 目的就是为

了更好满足沿途旅客的购年货需
求，为他们提供方便。 或许几年，
十几年后沿途村寨百姓生活更好
了，交通方便了，大家就会向 “慢
火车”说再见了。 可我们相信，“慢
火车” 彰显的浓浓为民情怀是不
会变的。 □周家和

“逆向招工”实为保用工稳就业的多赢之举

“慢火车”上的年货铺彰显浓浓为民情怀

注水式营销

零工市场建设要规范化

徐曙光：年关将至，多地出台
倡导、鼓励外来务工人员春节“稳
岗留工” 的政策措施， 据媒体报
道，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多地
除了发钱补贴给到企业以及一线
员工， 在社会福利和文娱活动方
面也推出优惠政策 “花样留人”。
留人要先留心， 除了让员工享受
到相关政策及应有的待遇外，平
时还要多抽出一定的时间， 多和
员工谈谈心， 关心关心员工的健
康和生活状况，让员工有归属感。

■长话短说

春节临近， 越来越多的人为
了在节假日期间提升自己， 选择
报名网课学习相关技能， 如平面
设计、 短视频运营、 PS进阶等。
然而， 培训机构暗藏的诸多陷阱
让人防不胜防。 近日， 多位消费
者向 《法治日报》 记者反映， 自
己在报名网课学习时遭遇虚假宣
传、课程质量差、诱导贷款、退课
退费难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培
训机构及相关平台应当承担什么
责任？ 消费者如何规避以保护自
身权益？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
访。（1月14日《法治日报》）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成年人
选择购买各类网课在线上充电学
习。 网课内容丰富， 上课方式灵
活便捷， 在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
时， 也很容易遭遇培训机构设置
的种种 “消费陷阱 ”。 据报道 ，
眼下的网课培训市场还存在不少
乱象， 虚假宣传诱导报名、 分期
付款暗藏陷阱等， 成为一些培训
机构虚假促销、 诱骗消费者的惯
用伎俩。

网课培训陷阱社会危害大，
还需多方发力、共同防治。 其一，
网课平台要真正承担起主体责
任，不能数钱时乐哈哈，履责时撇
得干干净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商家利用其
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权益， 未采取
必要措施，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
平台应完善商家入驻资质审核机
制， 健全检查监控、 信用评价制
度，严防不良商家鱼目混珠。

其二， 有关部门要加大监管
与打击力度。细化相关法律法规，
构建监测、研判、预警、处置和追
踪的网络安全问题联合处置机
制， 为包括网课培训在内的网络
环境提供有效监管机制， 倒逼平
台完善管理措施、堵漏补缺，压缩
培训机构暗藏陷阱的生存空间。

其三， 消费者应增强防范意
识。 在购买网课时要擦亮眼睛、
保持理性， 多方查询相关信息 ，
仔细阅读相关合同， 避免盲目下
单入坑。 网课商家也要自律， 恪
守商业道德， 不能靠暗藏陷阱来
获利， 而要用诚信经营、 课程质
量来赢得市场认可。 □付彪

防网课培训陷阱
需多方共同发力

王军荣： 据媒体报道，1月14
日，安徽淮南，一女子驾车返乡，
凌晨到达时发现12名家人站在路
边等候。当事人说，因堵车严重且
已是凌晨， 想着家人都已休息便
没有告知自己的位置。抵达时，发
现亲戚都在门口等候， 很感动也
很意外。春运路上，有太多奔向家
乡的游子。回家过年的意义，就是
一家人团团圆圆， 聊些家常， 谈
论生活小事。 一年来， 不管遇到
什么事， 只要到家团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