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勤春来早 。 兔年开工首
周， 记者在多地直击招聘会现场
及招工一线场景， 感受返岗复工
加速度和劳动力市场火热度。 当
前，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11部门联合部署的 “2023年春风
行动暨就业援助月” 专项服务活
动正在全国开展， 1至3月活动期
间预计将为劳动者提供3000万个
就业岗位。

复工复产加速， 跨省招
工提前打响

兔年伊始， 浙江、 福建、 江
苏等东南用工大省就展开跨省招
工。 由政府部门人员带队赶赴中
西部省份， 宣介企业岗位信息、
讲解招工引工政策。

正月初五至正月初七， 浙江
台州、 杭州、 宁波、 温州、 湖州
等市分赴四川、 云南、 贵州、 湖
南等省份开展驻点招工。

“走出去才是真正的招工。”
绍兴市人社局副局长王奋说 ，
“我们要抢抓务工人员返岗复工
的 ‘黄金期’， 跑好兔年稳经济
的第一棒。”

同样还在春节假期， 江苏苏
州人社部门和10家重点企业就登
上了跨省招聘专车， 前往数百公

里外的河南信阳招工。 “电子、
新能源等行业企业一季度订单都
很好， 劳动者需求也大。” 苏州
市人社局副局长谭国明介绍说。

与苏州情况类似， 福州等多
地企业从春节前就开始加速复产
满产， 带来用工需求激增。 福州
市人社部门春节前对5000家重点
企业的调查统计， 预计春节后福
州企业用人需求约9万人。

“老乡， 这是福州的企业和
岗位情况， 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
很不错， 环境也很好。” 正月初
八上午， 在湖南吉首世纪广场举
行的劳务对接活动现场， 远道而
来的工作人员正热情地向求职者
发放宣传材料。

从正月初七至正月十五， 福
州在四川、 云南、 贵州、 湖南、
甘肃和宁夏 6省份的 10个地市
（州） 展开劳务对接， 其间计划
组织20余场招聘活动， 提供岗位
5000余个。

按照春风行动部署要求， 东
西部地区正加力推进跨省劳务协
作 ， 更加精准高效对接用工需
求。 1月29日， 四川与浙江、 福
建 、 甘肃 、 重庆人社部门签订
《省际劳务协作框架协议》， 协定
建立长效机制， 促进劳动力跨省

流动、 加强重点群体就业帮扶。

“点对点”输送，专车专
列护务工人员返岗

“第一次坐 ‘务工专列’ 去
上班， 很开心。 我们只申报了相
关信息， 其他都由政府帮助， 包
括上门接送、 免费订票等。” 拎
着行李、 戴着口罩， 重庆永川区
板桥镇村民夏前奎脚步轻快。

1月30日， 夏前奎等890名务
工人员登上从重庆西开往广州南
的D4881次动车。 这是春节后由
重庆开出的首趟务工动车专列。

今年50岁的夏前奎， 将返回
广州一家建筑施工企业干活， 日
薪约300元。 对他来说， 这不仅
是奔赴就业岗位， 更是奔赴新一
年的希望。 “去年受疫情影响，
工地停工挺长一段时间。 今年要
甩开膀子好好干， 多攒些钱让家
人过得更好。”

从正月初六起， 重庆已经为
110万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出行服
务 ， 主要前往广东 、 浙江 、 四
川、 福建、 湖北等地。 后续还将
开通超500次 “直通车”， 为务工
人员返岗提供便利。

除重庆外， 1月30日， 广西
柳州、 甘肃定西、 贵州贵阳、 云

南昆明等多地均发出返岗复工服
务专列， 其中不少是根据务工人
员返岗需求定制加开。

带着政府发放的爱心礼包，
云南省梁河县河西乡三锅疆村村
民李仲香和几位村民一起搭乘务
工专列前往广东惠州一家电子厂
工作。 “以前在家务农， 今年政
府帮忙推荐岗位， 我想出去闯一
闯。” 李仲香说。

今年春节以来， 云南省人社
部门通过组织1460多趟 “务工专
车、 专列、 包机” 等 “点对点”
运输服务， 已帮助4.93万名农村
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促就业强帮扶， 各类招
聘活动密集开展

1月29日 ， 山东滕州 “2023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
聘” 启动， 128家企业共提供各
类就业岗位7600余个。

现场求职者络绎不绝， 不少
人手里拿着企业宣传彩页， 眼睛
扫视会场招聘牌， 仔细寻找感兴
趣的岗位信息 。 “来的企业很
多， 好些岗位都在家附近、 待遇
也可以， 希望能从里面尽快找到
一份合适的。” 滕州市姜屯镇村
民宋斌说。

一季度， 山东省春风行动计
划持续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2200余场， 预计提供就业岗位60
余万个。

1月29日 ，四川省 “2023年春
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
在广安市拉开帷幕， 为求职者带
来2.6万个就业岗位。 活动当天，
全省各地联动开展招聘活动74
场，3000余家企业为群众送岗20
余万个，入场求职者达10万人。

2023年春风行动期间， 四川
省将以农村劳动者及就业困难群
体为主要服务对象， 多方式、 多
层次开展专场招聘活动。 预计将
组织专场招聘活动约3000场， 为
劳动者提供200余万个就业岗位。

1月25日以来， 江苏各地已
举办各类招聘活动763场次， 累
计帮助17万名劳动者求职并达成
就业意向。

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表示， 在节后一个月员工返岗和
企业招工的高峰期， 将在省内外
举办1000场次求职招聘活动， 筹
集发布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
信息， 确保节后返岗平稳有序、
就业规模稳中有增， 为推动经济
运行整体好转提供有力支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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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招人“忙” 招聘活动“热”

根据1月31日召开的全国国
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总结电视电
话会议，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主要
目标任务已经完成。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开展以
来，各方面共同努力，有力推动国
企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相统一，
更加突出强调市场主体地位，三
项制度改革更大范围落地见效，
瘦身健体有序推进， 中央企业存
量法人户数大幅压减，“两非”“两
资”清退任务基本完成，企业办社
会和历史遗留问题全面解决，鼓
励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断完
善，国资监管的专业化、体系化、
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透过一组组数据， 可以感知
国企改革取得的进展与成效。

强治理：3.8万户国企建
立董事会

来自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
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示， 目前
已有 1.3万户中央企业子企 业
和 2.5万户地方各级国有企业子
企业建立了董事会， 实现了董事
会应建尽建， 其中外部董事占多
数的比例达99.9%。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
业改革的方向， 建设规范的董事
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加
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推进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有机融
合，排在重点任务的首位，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

一系列改革按下 “加速键”，
努力从国有企业、 国资监管两个
层面推动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形
成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优
势———

国企公司制改革全面完成，
这一历史性突破进一步夯实了国
有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竞
争的法律基础。

央企集团层面及重要子企
业、 地方一级企业及重要子企业
全面制定党组织前置研究事项清
单， 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权
责边界更加清晰。

省级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
一监管比例提升到99%。

增活力 ：任期制 、契约化
管理覆盖逾8万户企业22万人

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是国企
改革始终追求的目标。

三年行动开始以来， 经理层
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在各级
国有企业全面推开，覆盖全国超8
万户企业共22万人。

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
管理，通俗讲就是打破“铁交椅”、
打破“大锅饭”，通过签订并严格
履行聘任协议和业绩合同等 “白
纸黑字”的契约，明确国有企业经
理层成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干
得好就激励，干不好就调整。

抓住了经理层， 就抓住了劳
动、 人事、 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的
“牛鼻子”。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
度下的新型经营责任制， 有效激
发了企业内生动力。

“以上率下有利于推动在更
深、 更广层面实现三项制度改革
落实落地。”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
言人彭华岗说。

围绕“员工能进能出”，国企
加快实施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末
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等市场化用
工制度；围绕“收入能增能减”，推
动完善了按业绩贡献决定薪酬的
分配机制； 多种中长期激励措施
惠及49.1万名骨干员工 ；2020年
以来， 中央企业引入各类社会资
本超过9000亿元， 混合所有制改
革更加注重经营机制转换……

随着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制
约企业发展的桎梏稳步消除，涌
现出了一批活力迸发、 动力充沛

的现代新国企。

优布局： 央企超70%营
收涉及国计民生等重点领域

截至目前， 央企涉及国家安
全、 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
域 营 业 收 入 占 总 体 比 重 超 过
70%，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优
势产业集群加快布局， 国有资本
配置效率和功能稳步提高。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实现整体
性优化的背后，离不开改革“关键
一招”。

要在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上取得明显成效，这
是三年行动提出的重要目标。三
年来，国有企业加快锻长板、补短
板， 在有序进退中推动国有资本
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亮
点纷呈。4组7家央企实施战略性
重组， 新组建和接收8家央企，推
动实施30余个央企专业化整合重
点项目。

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步伐
加快，先后分两批遴选出16家“链
长”企业。2020年以来，央企战略
性新兴产业年均投资增速超过
20%， 营业收入占比达35%以上，
高质量发展动力更充沛。

推进瘦身健体， 突出主责主
业。国企“两非”“两资”清退任务
基本完成， 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存
量资产3066.5亿元。

在日前的央企负责人会议
上，国资委党委书记张玉卓表示，
要着眼加快实现产业体系升级发
展， 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聚焦战略安全、产业
引领、 国计民生、 公共服务等功
能，加快打造现代产业链“链长”，
积极开拓新领域新赛道， 培育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上发挥领头羊作用。

据新华社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带来哪些改变？

———节后用工市场观察

2022年宁波舟山港完成年货物吞吐量超12.5亿吨， 连续14年位居
全球第一；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335万标准箱， 位居全球第三。 目前，
舟山港航线总数达300条， 其中 “一带一路” 航线达120条。 图为一艘
货轮正在舟山港金塘港区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卸货。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近日， 两架国产
大 型 水 陆 两 栖 飞 机 “ 鲲 龙 ”
AG600M （1003、 1006架 ） 分别
从珠海和宜昌成功转场至西安阎
良， 有序拉开了2023年科研试飞
工作的序幕， 推动AG600M正式
进入型号合格取证试飞阶段。

新春伊始， AG600研制现场
一派复工复产的繁忙景象。 在珠
海 ， 通 飞 华 南 公 司 AG600M
（1007架） 首飞前相关工作已紧
张开启。 与此同时， 部分员工启
程赶赴阎良试飞现场， 提前进行
开飞前准备工作。 春节期间， 试
飞 中 心 在 阎 良 完 成 AG600M
（1003架 ） 拖锥测试改装工作 ，
全面开展科研试飞工作 。 在西
安， AG600飞机的各类静力试验
和研发试验也已同步开启……

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 ， 2022年 ， 航空工业
AG600项目研制全线高质量推进
“十四五” 及中长期发展规划落

实， 圆满完成了 “三架机总装、
三架机首飞、 三大类试验和三架
机订单” 的 “四个三” 年度攻坚
目标。

2023年是AG600研制极为关
键的一年。 据悉， AG600研制全
线将围绕 “年中具备执行灭火任
务能力， 完成40%表明符合性试
飞”目标，并行开展典型任务场景
试飞、铁鸟试验、试验室验证试验
和静力机研发试验、 验证试验、
适航验证试验、 机载成品鉴定试
验， 推进各项适航取证工作。

AG600飞机是为满足我国应
急救援体系和国家自然灾害防治
体系建设需要研制的重大航空装
备， 是我国首次按照民用适航标
准 研 制 的 大 型 特 种 飞 机 。
AG600M是AG600的优化机型 ，
最大起飞重量60吨， 最大载水量
12吨， 最小平飞速度220千米每
小时， 航程4500千米， 具备优越
的低空、 低速、 短距起降性能。

宁宁波波舟舟山山港港年年货货物物吞吞吐吐量量连连续续1144年年居居全全球球第第一一

国产水陆两栖飞机进入型号取证试飞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