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在合肥经开区书

箱路上，两辆“僵尸车”
上堆满了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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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

日前共同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出台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多项新

政策。新就业形态是平台经济发展的伴
生现象，如今，平台经济深入千家万户，
成为人们离不开的一种生活方式，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自然也成了人们日常生

活的重要助手。 “我们都是奔跑者”，既
是对他们工作意义与价值的充分褒奖，
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

新就业群体规模日益庞大，仅一家
外卖平台的骑手数量就达到千万人之

巨。 一般情形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后，就会享受“五险一金”等
合法权益保障，这部分保障由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个人共同支付成本，并且总体
上是用人单位出大头。 但是，目前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

关系主要通过平台派单、算法控制等建
立，并非法律确立的劳动关系；同时，新
就业形态与通常所说的 “灵活就业”也
不尽相同，尽管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看
上去是没有订立法律劳动关系的“自由
人”，但他们对外卖、快递等平台公司深
度依赖，一定程度上看 ，平台公司的算
法考核较正常劳动关系下的业绩考核

更加严苛。
由于新就业形态难以简单纳入劳

务派遣 、 灵活就业等既有社保制度框
架，这部分劳动者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
权益如何“做实”，也成为法律界和政策
制定环节讨论、关注的热点。 尽管他们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的制度通道

是畅通的，在缴费比例、缴费基数、缴费
方式等制度设计上也给予了特殊照顾，
从实践中来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参
加社保体系上存在不愿参、 参不起，个
别超大城市未放开外省户籍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限制以及参保不便等诸多难题。 由于政策和制度落
实并不“平滑”，再加上日常工作强度大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参保意愿总体较低。 应从社保制度、经办流程上进行审视
与梳理，力求以简便易行的方式来强化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兜底性社会保障。

当前，突出的难题在于，到底该由谁来组织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参保并支付必要的成本。 有专家建议，社保制度应进行相
应变革，探索建立更适合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型参保模式。
此次八部门出台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企业引导和支持不完

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

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 并对探索适合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
经办服务模式、 提供更加便捷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作出明确
规定。 总之，在用人平台、劳动者个人和社保体系共同承担相
应责任义务的大原则下， 应尽快改变多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游离于社保体系之外的状况。

每一天，人们不知不觉中享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随时随地
的服务，他们日复一日、无惧风雨地奔波，为人们提供准时准
点服务。那么，这几千万人应该享受的权益保障又怎能“迟到”？
基于这一视角，一些制度上看似难以突破的僵局、操作中囿于
陈规的细节就不应该成为障碍和束缚。 保障好他们的合法劳
动权益，凸显的是整个社会的温暖和良知。

“智慧巡河”护碧水清流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黄媛媛

“咔咔！ ”伴随着手机拍照声，枞阳县横埠
镇镇长、 镇级总河长乔东福已经拍下了两张
清晰的杨市河照片。时值初秋，晚霞映照着水
面，碧水与田野、乡村相接，乔东福拍下的杨
市河照片更显婀娜多姿。

“现在我们巡河都使用‘河长通’，每次我
都会多拍些照片，不仅是巡河记录，以后还可
以作为前后的对比。 ”乔东福告诉记者。

横埠镇水资源十分丰富， 在推行 “河长
制”工作中，该镇形成了 8 名镇级河长牵头治
理、38 名村级河长包保落实的两级河长协调
推进体系，镇级河长每月至少巡河 1 次，村级
河长每月至少巡河 2 次。

打开“河长通”，横埠镇镇、村两级河长的
巡河记录一目了然： 镇级河长巡河率从前 3
个月的 0 到 5 月的 90%， 再到 6 月和 7 月的
100%； 村级河长巡河率从前 3 个月的 0 到 5
月的 58%， 再到 6 月的 94%、7 月的 100%。
“我们从 4 月底开始推广使用‘河长通’应用，

每次巡河都有记录， 有力地推动了各级河长
工作作风的转变， 真正把河长巡河落到了实
处。 ”乔东福说。

推广“河长通”应用，推动“智慧巡河”，带
来的成效不仅是体现在巡河次数上。通过“河
长通”云平台，各级河长可利用手机随时随地
记录日常巡河情况， 对于巡查中发现的问题
可以准确地分类录入， 并以拍照上传方式更
加直观地展示现场问题，进而推动解决。横埠
河孙岗村河段此前经常有村民布设拦河网，
且存在反复清、反复设的现象。 今年 5 月，乔

东福带领工作人员清除河网后， 要求村级河
长每次巡河都要定位并对重点区域进行拍照
上传，确保巡河的频次和效果。 如今，孙岗村
河段再也见不到拦河网。

“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提升河湖管护
水平 ，横埠镇是枞阳县推广 ‘智慧巡河 ’的
一个缩影。 ”枞阳县河长办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该县大力推广使用 “河长通 ”巡河巡
湖，完成了 12 位县级河长、139 位乡镇级河
长 、248 位村级河长名单账号的分配及调
试 ， 并同步完成了软件中三级河长信息的
更新。

今年 ，枞阳县各级河长利用 “河长通 ”
累计巡河 3091 人次 ， 其中乡镇级河长累
计巡河 712 人次 ，村级河长累计巡河 2355
人次 。

儿科医生支招“开学综合征”

据新华社电 （记者 董小红 ）随着学校陆续开学 ，一部
分儿童和青少年容易出现 “开学综合征 ”。 专家提醒 ，“开
学综合征 ”是指在开学前后 ，部分儿童和青少年表现出焦
虑 、紧张 、恐惧等情绪反应 ，还可能伴有头疼 、胃疼 、恶心 、
腹泻等症状 。那么 ，如何让孩子远离这些问题呢 ？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王慧来支招 。

王慧介绍，“开学综合征”的出现，往往和学生们对新学期
的学习、生活不适应息息相关。 她建议，家长可以帮助孩子营
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比如带孩子购买学习用品、相关书籍，与
孩子多交谈，让孩子从“心”开始准备新学期。 同时，可以加强
和孩子的沟通交流，聊聊学校的趣事，消除他们对新学期的紧
张感。

王慧说，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订作息时间表，通过时间
表规范休息、学习、运动等时间点，帮助孩子从“暑期模式”回
归到“校园模式”。

她还提醒， 家长还可以依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制订新学期
的学习计划，帮助孩子明确方向、消除盲目感，尽快进入到学
习状态。

“包公故里”奋力新起跳
———开局之年新看点輥輳訛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今年上半年， 肥东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63.2 亿元，增长 13.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69.3 亿元，增长 14.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44.1 亿元，增长 17.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3 亿元，增长 23.9%。 进入“十四五”，肥东
县正砥砺奋进攀新高。

经济发展冲刺“双千亿”

在 “包公故里 ”肥东县龙兴大道和长松
路交口西北角，总投资 180 亿元的协鑫集成
60GW 高效光伏组件及配套基地繁忙有序。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期 15GW 项目即将
投产。 项目从落地到目前进度 ,仅用 9 个月
时间。

2020 年 ， 肥东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03.4 亿元，居全省第 2 位、全国第 65 位。 “确
保‘十四五’期间实现工业总产值、地区生产
总值‘双千亿’目标，经济总量迈入‘全国五十
强’行列。 ”今年 6 月 28 日，中共肥东县第十
三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发展新目标。

砥砺跨越，产业筑“基”。 今年以来，肥东
围绕 “芯屏汽合 ”延链补链强链 ，加速构筑
“新光大道”现代产业体系。 “新”是打造新能
源新材料基地， 培育壮大动力电池材料、半
导体特种材料产业；“光”是建设光伏光电产
业基地，全力推进协鑫光伏组件 、晶科光伏

组件、中南光电 、大唐光伏电站等项目投产
运营。 “大”是创建大健康大数据基地，推动
海辰药业 、国际生物医药港建成投产 ，建设
省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道”是培育具有全
国竞争力的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推动中铁新型轨道交通等项目建成运营，发
展以中国建材、隆链智能等为代表的智能装
备产业。

“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着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东部
‘新高地’、吸引各类要素资源‘强磁场’、市县
一体的创新‘增长极’。 ”肥东县委书记、县长
姚飞说，为加速现代产业集聚，肥东乐当“店
小二”，通过“才聚肥东”人才政策等一系列组
合拳，推动项目落地、开工、达产。

在“新光大道”产业目标的带动下，今年
上半年，肥东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500 亿元，战
新产业产值累计同比增长 58.3%、 居合肥 5
县（市）首位。

综合赋能创建“文明城”

秋日的蓝天下 ， 肥东包公大道快速高
架建设现场 ，数十台挖掘机一字排开 ，加紧
施工。

“我们要按照全国文明城市标准、合肥中
心城区定位，精准规划、精致建设、精美呈现、
精细服务 ， 在新起点上打造人民满意的城
市。 ”姚飞说。

为成功创建 “2021—2023 创建周期全
国文明城市 ”，肥东县加速补齐基础设施这
块“硬短板”。 全长 15.5 公里的包公大道高
架将于 18 个月内全面建成通车，总投资 12
亿元的桥头集路快速化改造项目预计 2023
年 6 月建成通车 。 合肥地铁 2 号线东延工
程在肥东县的 11 座站点中已有 6 座主体
结构封顶 ，规划线路全长 10 公里的合肥地
铁 6 号线东延工程全部在肥东境内 。 合肥
外环高速重要组成部分的明巢 、合周 、滁合
高速肥东段明年通车或准备启动建设 。 如
今， 肥东 “高架如虹”“地铁如龙 ”“高速如
带”，生机勃勃。

“十四五 ”期间 ，肥东将新增高速道口
11 个， 全县 18 个乡镇将全部实现 15 分钟
内上高速 。 目前 ，肥东县排定 356 个项目 、
总投资 1728 亿元的 2021 年至 2023 年大建
设项目库。

肥东县文明办负责人介绍， 肥东县加速
城市执法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县级负责同志
和县直单位联点帮扶等一系列机制， 赋能创
建，7900 余名党员干部包保联系 66 个网格，
掀起创建热潮。

振兴乡村走好“共同富裕”路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肥
东龙栖地生态湿地公园，万亩荷塘景致怡人，
成为当地的赏荷胜地。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日前，全国都
市现代农业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
会议， 将肥东县牌坊乡和桥头集镇两个现代
农业示范园作为观摩学习样板。

“我们力争每个乡镇培育 1 个至 2 个特
色农业产业项目，打造长三角的‘菜篮子’、合
肥都市圈的‘果盘子’。 ”肥东县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县加快农业、种业示范基地
建设，发展壮大特色农业品牌，擦亮“中国无
公害蔬菜十强县”等金字招牌。

改善环境美乡村。 从影响制约农村发展
和环境面貌的重点难点问题入手， 完善农村
基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目前，肥东已
分别建成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91 个 ，3100
公里农村道路拓宽升级，农村改厕“一站两体
系”肥东模式全省推广，城乡环卫一体化、公
交一体化、供水一体化全面实现。

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工程的带动下，预
计 2021 年底， 肥东县年集体收入 50 万元以
上的经济强村将达到 110 个，强村总量、强村
增幅、强村占比均为合肥市第一。

医疗教育惠民生。今年以来，肥东加速引
进合肥市及长三角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学在
肥东”日益受到称赞。 今年 7 月，肥东继续深
化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合作办医，
成立安医大一附院东城院区。 党史学习教育
期间，肥东梳理出急需解决的 20 项民生实事
清单， 一批群众所急所难所盼的问题得到妥
善解决。

8 月 25 日， 记者在合肥市一些市
政道路旁发现“僵尸车”被随意丢弃，占
用社会公共资源，包括停车位、人行道、
小区道路空间等。 同时也成为安全隐
患，车里堆物堆料易燃，底盘腐蚀会导
致存留燃油泄漏，容易发生火灾。

本报记者 温沁 摄影报道

“僵尸车”
该清理了

▲ 在合肥经开区笔

峰路文锦新城小区西

侧，一辆小货车的驾驶
室被塞满杂物。

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开通

据新华社电（记者 姜琳） 2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布
开通全国职称评审信息查询平台，面向各地人社部门、用人单
位及个人提供跨地区职称信息核验查询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立全国统一的
职称查询平台， 是贯彻落实深化职称制度改革部署的重要内
容，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具体举
措， 对实现职称评审信息共享、 加强职称评审工作信息化建
设、提升职称工作管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目前，职称查询平台已收录了各地和各有关部
门上报的职称信息超过 1200 万条，可以核验职称证书，有效
挤压虚假职称证书生存空间，为专业技术人才跨地区流动提
供便利。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将根据各职称评审
机构归集信息情况，动态更新职称评审信息，分批次扩大查
询范围。

用户可通过 www.12333.gov.cn 网页、 手机 12333 客户端、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户网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
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登录职称查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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