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日商品
要倡导“绿色包装”

让春节假期
多些书香韵味

2022年12月， 江西 “农民工
地图 ” 正式上线 。 “农民工地
图” 建设了覆盖全省的农民工实
名制数据库， 可为农民工就业监
测提供支撑， 并进行精准就业帮
扶， 由 “人找岗位” 向 “岗位找
人” 转变。 数据赋能， 有效提升

了公共就业服务的精准性、 主动
性和及时性。 （1月18日 《江西
日报》）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受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找工作的难
度加大。 当下， 求职者很想尽快
找到工作， 而用人单位则急需用
人， 如何使就业者与用人单位的
联系更加顺畅、便捷、高效，如何
更好地进行服务， 如何达到真正
贯通的目的，考验着各方的智慧 。
但 如 果 采 用 传 统 的 线 下 招 聘
方式，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到一些
求职者掌握到有关企业的招聘信
息赶去应聘时，招聘已经结束了。
虽然有些单位在网上发布招聘信
息，但线上招聘精准性又不强，应
聘人员心里不踏实。

为让农民工能在最近的距离
内找到合适的工作， 去年， 江西

省人社厅启动 “农民工地图” 项
目建设， 一手搭建技术平台， 一
手采集全省农民工数据。 为全省
1289万名农民工建档立卡， 基本
摸清了农民工的基础信息、 就业
地点、 从事的行业和工种、 求职
培训创业意愿等 。 去年 12月 ，
“农民工地图” 正式上线。 通过
共享共建 “农民工地图”， 形成
了省市县三级就业部门数字化协
同的新工作机制。 全省14个政府
部门的数据共享， 补齐了人社部
门的政务数据短板， 形成 “全省
一盘棋、 共同促就业” 的良好局
面。 帮助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端
牢饭碗。

“农民工地图”致力于帮助企
业解决招工难， 帮助求职者解决
求职难， 打通企业和求职者之间
的信息壁垒， 为求职者提供精准

送岗服务，求职者打开“地图”，就
可以搜索企业招聘信息， 可视化
的页面上， 了解到企业的用工需
求、薪资待遇、地理位置等情况。
“货比三家”后，挑到心仪的企业
和工作， 满足求职者尽快如意就
业的需求；该“地图”帮助企业发
布招聘用工需求， 助力企业招到
更好的人才， 减轻因疫情对企业
复产带来的影响。

数据多跑腿， 民众少跑路，
本着这一原则， 江西有关部门跑
在企业和求职者之前， 绘制电子
“招工就业地图”。 可视化呈现江
西人才新政、 企业分布、 岗位需
求、 薪酬待遇等关键信息， 解决
企业 “招工难”， 农民工 “就业
难” 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农民工
求职者根据地图上的位置直接来
到公司， 现场就能面试， 企业用

工缺口很快被填平， 破解了用工
的难点和堵点。 为求职者提供精
准匹配岗位服务的同时， 也为政
府部门提供实时就业数据统计和
分析。

“农民工就业地图” 是创新
就业服务的新模式 。 小小 “地
图” 促进就业新希望， 为解决就
业难、 招工难发挥了大作用。 打
开 “地图” 就能知晓当地企业的
招聘岗位， 给求职者有了更多的
就业机会， 让就业不再难。 而且
由企业承诺， 政府担保， 求职者
工作起来更有劲， 更踏实。 兔年
新春即将到来 ， 希望这种 “地
图” 不断增多、 不断扩大， 各地
都能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 进一
步优化就业服务， 创造更多的双
向选择机会， 让广大劳动者沐浴
到 “春风行动” 的温暖。

记者18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
春节网上舆论氛围， 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开展为期
1个月的 “清朗·2023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 专项行
动。 专项行动将加强重点环节网络生态巡查监看， 大
力整治春节期间网上突出问题乱象， 遏制不良文化传
播， 切实维护广大网民合法权益 。 （1月18日 新华
社） □王琪

小屋约15平方米 ， 除了沙
发、 洗手池等设施， 还配备了饮
水机、 置物架、 镜子、 洗手液、
抽纸 、 温奶器和儿童安全座椅
……近日， 吉林省长春博览城项
目爱心妈咪小屋免费对外开放。
这是全市住宅社区公共场所的首
间爱心妈咪小屋， 不仅为该项目
女职工提供便利服务， 更将为项
目未来业主提供服务。 （1月18
日 《工人日报》）

长春市积极推进爱心妈咪小
屋建设 ， 为女职工提供便利服

务 ， 值得推崇 。 “爱心妈咪小
屋” 的推出， 避免了哺乳期妈妈
们在公共场所给孩子喂奶的尴
尬， 解决了 “育儿困境” 问题。
“爱心妈咪小屋” 建设不仅体现
了社会对妇女、 儿童的尊重和关
爱， 还体现了公共服务理念的人
性化， 更是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
要素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

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孩、 三
孩政策落地， 选择生二孩、 三孩
的妈妈也相应增多。 那么， 涉及
婴儿喂养的观念要与时俱进， 社

会配套设施亦应不断更新细化完
善。 揆诸国外， 有些经验确实值
得借鉴。 只有 “想妈妈们所想，
急妈妈们所急”， 母婴室才能更
接地气， 更好地惠及更多的老百
姓。

一个设施齐全的妈咪小屋，
带给母亲和婴儿莫大方便和温
暖， 体现了社会对妇女儿童的尊
重和关爱。 在公共场所建设越来
越多的妈咪小屋， 是哺乳期妈妈
们的需要， 是社会的需要， 更是
公共服务的责任担当。 □鹰远

■网评锐语

■有感而发

■每日图评

□胡建兵

■劳动时评

“农民工就业地图 ”
是创新就业服务的新模式。
小小 “地图 ” 促进就业新
希望， 为解决就业难 、 招
工难发挥了大作用 。 希望
这一 “地图 ” 不断扩大 、
不断增多， 持续提供更多
的就业信息 ， 进一步优化
就业服务， 创造更多的双
向选择机会。

■世象漫说

1月15日，在济南客运段开行
的首趟菏泽至哈尔滨K4576次临
客列车上， 列车长向旅客进行防
电信诈骗宣传讲解。据悉，为提高
春运出行旅客电诈防范意识，减
少上当受骗的问题发生， 中国铁
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客运
段推出“法治宣传进车厢”服务，
将电诈特点、 套路制作成宣传展
板，向旅客进行广泛宣传。（1月19
日《工人日报》）

毋庸讳言， 随着现代电信网
络技术的发展， 人们生活更加方
便快捷了， 但也给犯罪分子提供
了可乘之机。近年来，针对旅客的
诈骗犯罪屡有发生。 现在不少乘
客在乘坐火车的过程中往往会用

手机打发乘车时间。此时，有的犯
罪分子往往会冒充公检法人员，
通过网络电信等设施在线上进行
诈骗， 对方会用各种理由让你相
信， 你涉嫌参与了某一正在调查
的案件， 让你把银行的钱转到他
指定的账户给予保护。 如果你听
信了，也就上当受骗了。

当然， 针对旅客的电信诈骗
多种多样， 不只是冒充公检法人
员， 他们有各种套路， 比如电话
欠费、 短信中奖、 电话退税， 亲
人遭遇车祸等， 经常变换手法，
但万变不离其宗， 就是要套取你
的银行账号和密码， 让你汇款。
防电诈宣传进车厢之所以很接地
气， 受到旅客欢迎， 那是因为它

将电诈特点、 套路制作成宣传展
板， 让旅客明白只要做到 “不透
露个人信息、 不汇款、 不扫码、
不点击链接” 等最基本的防电诈
措施， 就能远离诈骗陷阱， 守好
自己的 “钱袋子”。

笔者以为， 防电诈宣传进车
厢， 打破了传统的普法工作单向

“说教 ” 模式 ， 而是 “以案说
法”， 旅客可以现场提问， 由普
法人员当场解答。 可谓是拉近了
彼此间的距离， 让旅客不出车厢
就能获取自身所需要的防诈骗常
识， 有效提高了普法宣传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周家和

拓展“农民工就业地图”持续创造双向选择机会

防电诈宣传进车厢让旅客远离诈骗陷阱

净化网络环境

建好爱心妈咪小屋是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

苑广阔 ： 1月18日下午 ， 长
沙火车南站内旅客熙熙攘攘 ，
“年味 ” 愈发浓烈 。 车 站 东 广
场 ， 陈 列 了 各 种 湘 版 好 书 的
展 台 吸 引 了 旅 客 驻 足 。 这 里
正在开展 “高铁回家送你一路书
香” 活动。 在春节期间举办这样
的活动 ， 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
的， 应该让春节假期多点书香韵
味。

■长话短说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 2022
年， 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切实维
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 截至12月
底， 公安机关共破案3.9万余起，
打掉团伙4730余个， 取得显著战
果。 （1月18日 《法治日报》）

犯罪分子骗老、 坑老的花样
变化多端， 其中很多都披着所谓
新业态 、 互联网金融等光鲜外
衣， 隐蔽性和迷惑性较强。 一些
人打着养老旗号 ， 实施集资诈
骗、 合同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 传销、 制售伪劣商品和假药
劣药等违法犯罪活动， 这表明对
老年投资市场的监管还存在不
足， 亟需进一步加强。 全国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今年4月
启动以来， 截至目前， 已成功破
获侵害老年人权益案件7880余
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7510
余名， 打掉违法犯罪团伙1040余
个， 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84
亿余元， 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

守护好老百姓的 “养老钱”，
必须将刀刃对准侵害老年人合法
权益的各类诈骗犯罪。 要反诈，
既要加强宣传， 帮助老年人识破
陷阱； 更要加强震慑， 不给养老
诈骗可乘之机。 养老诈骗屡禁不
止， 且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 诈
骗者肆无忌惮 。 既要从源头治
理， 也要斩断后患。 尽快打掉一
批养老诈骗犯罪团伙， 严惩一批
违法犯罪分子， 打击 “稳准狠”，
才能以儆效尤， 养老诈骗违法犯
罪方可得到有效遏制。

爱老敬老是中华传统美德，
保障好老年人权益的同时也是保
障每个家庭的和谐稳定、 平安幸
福 ， 期待专项行动毫不留情出
击， 在老年人与诈骗犯之间， 织
起一道坚硬的 “隔离网”。 要以
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 ， 重拳出
击， 针对养老诈骗暴露出的共性
问题 、 专项行动积累的有益经
验， 相关部门应推动建立长效机
制， 巩固深化打击整治成果， 织
密养老诈骗防护网， 在全社会范
围内营造 “不敢骗、 不能骗、 骗
不了” 的氛围， 守护好老年人每
一分养老钱。 □吴学安

魏芳： 春节临近， 为营造良
好的节日消费环境， 引导弘扬简
约绿色的消费风尚， 防范商品过
度包装问题反弹回潮， 市场监管
总局公布第三批2022年市场监管
部门整治商品过度包装问题典型
案例。 防范节日商品过度包装需
多方发力， 一方面， 要加大处罚
力度， 另一方面， 要倡导 “绿色
包装”， 商家在进行商品包装时，
要多些 “简包装”， 少些 “豪华
包装”。

打击养老诈骗
需构建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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