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天下

8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黄辰毅 2020.9.15

本报社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沿路1515号 邮政编码：201315 总机：021-38982900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520080003 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通过数据标注实现图像识别、设置模

型进行供应链管理、利用大数据尝试个性

化教学……今年以来，新模式新业态不断

涌现，在为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提供助力的

同时，也创造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职业。

随着新基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还将

带来多少机会？这些逐渐兴起的新岗位

里，有你的身影吗？

酷！新技术应用里有新岗位

系上安全带、点击屏幕“开始”键，车辆

缓缓起步。随着近日百度在北京推出自动

驾驶体验服务，无人驾驶车辆在越来越多

的城市道路上奔驰。

无人驾驶的背后是人工智能的成熟与

应用。当前，各行业对图像语音识别、算法

模型构建等需求上升，用数据采集和标注

教会AI感知、思考和决策的AI数据标注师

等新职业快速兴起。仅百度与山西数据标

注中心未来5年就预计培养5万名AI数据

标注师。

用区块链技术解决企业“痛点”，区块

链应用操作员逐渐走俏；将各环节的数据

集成并形成方案，智慧城市架构师走进城

市建设一线；围绕网络互联、标识解析等开

展规划设计，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应

运而生……

随着5G加快推进、互联网演进升级，

很多新技术都从概念快速步入大规模应

用。这一过程中，新职业、新机会不断涌现。

人社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的新职业

中，不少是由新技术推动而来。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5G产业经济贡献》预计，2020
年至2025年，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

就业岗位。

“技术创新促进了新职业的涌现，新职

业的兴起也显现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说，职业之变正

为经济社会发展开拓空间。

潮！新业态“书写”职
业新概念

接到浙江海宁供电公司发起的分钟级

需求响应邀约，浙江科杰新材料有限公司调

整太阳能集热管生产线的生产时间，间歇关

停部分用电设备。1小时的响应时间段里，

企业压减负荷882千瓦，并获得补贴。

依据智能电表精准采集数据，供电系

统通过App启动邀约，发动用户侧调节负

荷资源，在为企业降低成本、让生产更绿色

的同时，也催生了综合能源管理师等新岗

位。目前，多地区供电公司都推出了专门

岗位服务客户节能，不少制造企业也设置

了能源管理专员。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领

域蓬勃兴起，为新就业形态提供了可能。

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以短视频平台抖音为研究对象发

布报告显示，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共

有2097万人通过抖音直接获得收入。截

至2020年7月，超400万家企业在抖音开

通企业号，更新业务模式，拓展业务形态。

新业态丰富了就业岗位，改变了就业

结构。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支

持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带动新型消费的

措施，并提出强化灵活就业劳动保障，支持

企业开展“共享用工”。

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认为，对新就

业进行规范和保障，既有利于企业、互联网

平台等加快开发就业岗位，又增强劳动者

从业信心，促进就业创业。

稳！筑牢数字基础创
造更多机遇

新职业的发展离不开新经济的澎湃。

今年以来，围绕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的一系列举措不断推出。数字基础进一

步夯实，为创新创造带来更多可能。

目前，工信部正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

施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协同攻关，加快5G
网络建设进度。预计年底实现5G地级市

室外连续覆盖、县城及乡镇有重点覆盖、重

点场景室内覆盖。

在5G带动和需求引领下，产业数字化

在数字经济中的主引擎地位进一步巩固。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重点

支持面向智慧医疗、虚拟企业专网等7大
领域的5G创新应用。

工业互联网外网建设和内网改造、计

算能力的布局等也在稳步推进。相关研究

表明，预计今年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增加

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超过11%。

数字领域人才培育也在提速。不久

前，教育部与工信部联合发布《特色化示范

性软件学院建设指南（试行）》，在关键基础

软件、大型工业软件等领域，培育建设一批

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加快人才培养。

工信部提出，将围绕数字经济对人才

的特色化需求，建设完善教学体系，注重产

业导向，鼓励企业开放资源，促进人才培养

与人才需求无缝对接。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康淼 颜之宏

近两年来，在全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中，厦门市始终名列前茅，在打造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上，已经形成独树一帜的探索。

企业享受全方位便捷服务

8月 28日上午，记者来到厦门市行政

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市场监管部门十余个

办照窗口前，前来办理企业开办事项的企

业主们在窗口停留时间大多在 15分钟左

右，几乎没有排队等叫号的情况出现。

“针对办理营业执照等事项，我们现在

可以做到全程网办，企业主在家动动手指，

就能领取快递直邮到家的执照。”厦门市市

场监管局营商环境促进处工作人员叶旭告

诉记者，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厦门企业开

办时限从 2018年的 3.5天压缩到现在的 1
天，大大提升了企业主们的办事体验。

自 2019年 9月 1日厦门引入商事登记

全流程电子化服务至今，全市新增企业5.9
万户，其中约3万户的营业执照通过“一网

通平台”办理，实现了“今日线上提交，明日

家里领照”的便捷办照体验。

“递交 26份材料、填写 166项数据，还

要分别不停跑原工商、质监、国税、地税 4
个部门，全部办完证件差不多要一个多

月。”回想起企业过去办理营业执照的经

历，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敏感慨。

2015年，在尚未有国家顶层设计及全

国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厦门大胆改

革创新，率先在自贸试验区推行“三证合

一”改革。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的“三合一”大大压缩了企业与政

府打交道的时间成本。随后，厦门自贸片

区的经验推向全国，“三证合一”演进为涉

及几十个部门的“多证合一”，进一步提升

了企业的办证时效与体验。

给企业做“减法”的背后，是厦门市各

部门在后台做了大量“加法”。这项改革不

仅要优化整合各个部门之间行政审批的流

程，还要促进各部门之间互相联动，打掉多

年积累的“数据壁垒”。

让政务数据跑起来

如何将欠薪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同

时尽可能不打扰企业的正常经营生产，是

各地人社部门要破解的难题。

在厦门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指挥大

厅内，一块带有不同颜色标记的电子大屏

正在循环播放。通过大数据的实时筛查，

在薪资发放问题上存在中高风险的企业名

称也在大屏上滚动更新。

“我们与市场监管、税务、建设等部门

共享数据，可以为企业绘制经营‘健康度’

画像。”厦门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负责人纪

锡坚说，人社部门按照“不诉不查”原则，对

企业推行以服务为导向的柔性执法。

“多亏了这笔贷款，不然真的不知道该

怎么熬过新冠肺炎疫情了。”今年 4月底，

看着到账的40万元贷款，厦门瑞利特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培莲长舒一口气。

瑞利特公司是一家规模小、底子薄、质

押物少的智能家居施工企业，在今年最困

难的时期，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向全国

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示范平台求

助，成功申请到了厦门的“工程信易贷”。

让政务数据跑起来，让企业在数字普

惠金融中充满获得感，厦门在解决中小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再次走在全国前

列。截至 8月底，厦门企业累计向平台提

交融资需求 3.54 万笔，实现贷款总额

741.54亿元，平均年利率仅为5.47%。

实施99项改进任务

“以营商环境为切入点，推进厦门经济

特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厦门市发改委主任

张志红说，“十三五”以来，厦门对标新加坡

等国际营商环境一流城市，以营商环境倒

逼改革，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效率。

2019年，厦门实施99项改进任务，“以

评促改”，累计推进六轮审批制度改革、三

轮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审批时效

走在全国前列。

在“以评促改”这件事上，厦门引入第

三方评估机构独立做营商环境评估。“第三

方评估不牵涉部门利益考量，所以会更客

观。”多次参与厦门市营商环境评估的专家

组成员、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熊英子表

示，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将过去政府

部门间因利益产生“零和博弈”的可能性降

至最低，同时因为营商环境评估涉及多个

部门，且各个部门之间相互牵连，独立的评

估报告有利于各部门进行系统性整改。

和过去不同，厦门并没有使用诸如“满

意度”这样的指标作为营商环境的评价标

准。“站在企业的角度看，‘满意度’并不能

很好反映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时消耗的成

本，也无法给其他兄弟城市提供量化的价

值参考。”熊英子说，因此在进行第三方独

立评估时，厦门就使用世界银行的标准作

为基本评价标准。

厦门市营商环境得到了有目共睹的改

变，98%的审批服务事项实现“一趟不用

跑”，近三年新增商事主体年均增长达20%
以上。2019年，厦门市在财政部政府采购

透明度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三，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中排名全

国第三。 （据新华社厦门9月14日电）

职场新成员 □新华社发 王威 作

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二次创业”
——“不惑”珠海不惧“归零”再出发

AI数据标注师、互联网营销师、供应链管理师……

看看数字经济里蕴含了多少新岗位
“经济特区必须在营商环境上走前头”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厦门探索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40年前，珠海特区呱呱坠地，小渔村登

上了历史的大舞台。在经验、资金、技术和

人才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珠海以“杀出一条

血路”的决心和勇气，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

跨越式发展。

40年后，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在粤港澳大湾区向建成

世界级城市群目标迈进的路途中，珠海迎

来全新发展机遇。

40岁的珠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也面临城市能级量级不足和辐射能力弱

等短板。如今，“不惑”珠海坚定信念，不惧

按下“归零”键，以从头开始的魄力，在新起

点上推动“二次创业”，重整行装再出发。

杀出一条血路

85岁的摄影师李志均已经在珠海工

作、生活了 60余年，他拍摄了 2万多张珠

海各时期的照片，用镜头记录了这座城市

的沧桑巨变。“40 年前，珠海只有一间粮

站、一家饭店、一条马路、一盏红绿灯。”他

说。

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时，珠海是一个

只有36万人的边陲小镇。

40年实现辉煌发展成绩——地区生产

总值从1979年的2.09亿元，飞跃到2019年
的3435.89亿元，人均GDP从579元提高到

17.55万元。珠海从相对落后的边陲小镇，

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花园式海滨城市。

40年闯关闯出一条新路——从开办

“三来一补”企业香洲毛纺厂、中外合作酒

店石景山旅游中心，再到创立珠澳跨境工

业区——珠海在多个经济领域敢于突破，

勇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40年里，珠海人民初心如磐，爬坡过

坎，敢闯敢试，杀出了一条血路。

珠海特区哪里“好”

“珠海经济特区好”——1984年，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踏上珠海的土地，

欣然写下的这七个大字，如同茫茫大海上

的一座灯塔，照亮珠海经济特区勇往直前

的道路。

对珠海来说，这七个字是评价，更是期

待和鞭策。承载着这份嘱托，珠海要将

“好”字落到实处。

——生态人居好。

盛夏时节，香山湖公园碧波荡漾、树影

婆娑，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众多鸟类“落

户”。在香山湖公园旁的“最美婚姻登记

处”，一对对新人洋溢着笑容接过小红本，

转身拍下难忘的瞬间。珠海的空气质量长

期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优美的自然环

境与人居环境，让珠海成为世界认可的“幸

福之城”。

——民生服务好。

中小学12年免费教育、城乡一体化全

民医疗保险、市属公园免费开放……从基

础设施建设到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公

共服务体系覆盖，珠海人在日益美好的生

活中触摸到时代发展的累累果实。

——营商环境好。

企业平均开办时间 2天，“秒批”事项

165项，群众办事76个高频事项实现“全城

通办”……每一个在珠海创业和就业的人，

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便利与高效。

其实，在40年的发展中，珠海始终面临

着抉择——速度与质量如何权衡、活力与

有序如何把握、发展与保护如何兼容、传统

与创新如何交融。

40年来，珠海没有拼环境、拼资源、拼

速度，没有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守住

了碧海蓝天下的绿水青山，成为一个发展

空间广、发展环境好、发展政策优的城市。

“回顾40年走过的路，珠海走出了一条

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道路。”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说。

不惧“归零”再出发

在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新研发

生产基地的建设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

张作业。

该公司总经理沈显东回忆，过去格力

从国外进口的数控机床，系统被设置了各

种限制，出了问题也无法自己调试，只能等

国外工程师上门。

“格力下定决心，哪怕再难，哪怕从零开

始，也要搞出自己的智能装备。”沈显东说。

2013年，格力自动化设备制造部成立，

当年研发出首款数控五轴机械手和六轴工

业机器人。2015年，珠海格力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成立，至今已获得授权专利 770余

项，产品覆盖10个领域，超百种规格。

格力的选择，也是珠海站在新的历史

十字路口做出新抉择的一个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珠海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特区意识淡化、城市

能级量级不足、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和城市

聚集辐射能力弱等问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珠海需要找到自

己的时空坐标。

珠海的开发强度低，环境承载力强，这

是下一轮发展的先天优势，为将来“换道超

车”“二次创业”储备了充足的势能。

随着港珠澳大桥开通、横琴新口岸投

入使用、珠机城轨开通，珠海正从珠江口的

交通末梢变为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岸的交

通枢纽。

天时、地利具备，但要将这股势能转化

为发展的动能，更少不了“人和”——干部

群众的奋发作为。

2018年以来，珠海聚焦干部作风和干

事创业精神开展专项行动，要求各级干部

摒弃小成则满、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

矛盾的思想和行为，以不怕“归零”的心态

重新出发，再燃改革激情。

过去以“小而美”著称的珠海，如今立志

要做“特大高”——坚守特区精神，把城市的

能级量级做大，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珠

海将紧紧围绕“三个定位”，即珠海有必要有

条件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

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的典范，推进“二次创业”加快发展。珠

海计划到 2025年常住人口超过 300万人，

GDP超过6000亿元；到2035年常住人口超

过500万人，经济体量争取做到2万亿元。

“我们一定要从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寻

找时代答案，锚定特区坐标，在全国全省发

展大局中有作为、有位置、有贡献。”郭永航

说。 （新华社广州9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