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第一周，人社部发布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服务指
南》，再次明确对高校毕业生到基
层就业、自主创业的帮扶政策，以
及对企业招用毕业生的相应激励
等。

教育部统计，2022 届高校毕

业生规模预计首次突破千万，达
1076万人，总量和增量均为近年
之最。

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强
调，“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问题”“抓好重点群体就业，落实
落细稳就业举措”。

新就业形态被称为稳就业的
“蓄水池”，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
已达 2亿人。2022年，我国将持续
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
障政策，在部分省份和行业开展平
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
点。

就业 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和全
国税务工作视频会议明确，2022
年，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将更大。

从“减税降费”到“减税降费+
缓税缓费”，2016年至 2021年，全
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 8.6万亿
元。2021年，预计全年新增减税降
费达1万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

2022年税务部门将落实好大规模、
阶段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特
别是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制造业等的支持力度，确保各
项税费优惠政策不折不扣、高效高
质落地生根。

不久前，两部门发布公告明
确多项个税优惠政策延续实施。
例如，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

优惠政策，延续至 2023 年底；年
收入不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汇算
清缴补税的，或年度汇算清缴补
税金额不超过 400 元的，可免予
办理汇算清缴政策延续至 2023
年底等。

个税优惠政策延续，将利好广
大“工薪族”、中低收入群体等，预
计一年可减税1100亿元。

“钱袋子”减税降费力度将更大，小微企业与“工薪族”迎来利好

近期召开的全国农业农村厅
局长会议研究部署了今年的重点
工作，提出要围绕“两条底线”，突
出抓好“四件要事”，“‘三农’这块
压舱石必须夯得实之又实”。

两条底线，一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二是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四
件要事”中，除了“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另外三件都是围绕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不同于去年“奋力夺取粮食丰
收”的表述，此次会议提出，要“以
背水一战的态度、超常超强的力
度，坚决打赢保夏粮保全年粮食丰
收这场硬仗。”这也是“四件要事”
中的首件：千方百计稳定粮食生

产。
其二，是要攻坚克难扩种大

豆油料。其三，要确保“菜篮
子”产品稳定供给，发挥好“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指挥棒
作用，稳定生猪生产，继续抓好
其他畜禽、蛋奶和水产品生产，
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米袋子”“菜篮子”千方百计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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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部委密集开会

2022年要干哪些民生实事？
如何预防新冠流感双重感染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世
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
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 12日
指出，随着人们社交活动的增加，
以及春季流感病毒等其他呼吸道
病原体的流行，预计未来将出现
新冠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同时暴发
的状况。她敦促各国为此做好准
备，确保呼吸道疾病监测系统的
一体化运行。近期，全球多国也
报告了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双
重感染”病例。

同时感染这两种病毒症状会
更严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

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都属于
呼吸道病毒，感染后可能出现相

似的症状，如咳嗽、流涕、喉咙痛、
发热、头痛等，且都会通过说话、
咳嗽、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和气
溶胶传播。

专家表示，由于相关数据有
限，目前尚不清楚双重感染是否
会导致更严重后果，但同时感染
两种病毒可能对人体免疫系统带
来更大打击。

专家建议人们注意防寒保
暖，适当体育锻炼，加强营养，增
强体质。如果出现呼吸道不适和
发烧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注意居
家隔离，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
家庭成员或去医院就诊时规范戴
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记者 舒静樊曦 姜琳 于文静王优玲 王雨萧叶昊鸣

岁末年初，中央部委密集召开年度工作会议。根据各部委会议、负责人发声以及一系列新规透露

的信息，一份影响多个群体的“民生清单”呼之欲出。

2022年，我国将推进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

“全国统筹的标志是统一缴费基
数计算口径、统一缴费率、统一养老
金计发办法，核心是实现统收统支。”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
国将建立中央和地方养老保险支
出责任分担机制，中央财政支持保
持稳定性和连续性，逐步强化地方

政府支出责任，确保基本养老金按
时足额发放。

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
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
现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举措。

2021年 12月，《关于推动个人
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审议通过。这
意味着，在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

制度外，我国首次明确了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的设计框架，即将迎来个
人养老金制度的规范发展。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
总的考虑是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
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
支持、资金市场化投资运营。要完
善制度设计，合理划分国家、单位
和个人的养老责任，为个人积累养
老金提供制度保障。

养老 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2021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当前，新增住房需求及
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依然旺
盛，2022年将如何更好地满足“住
有所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
徽指出，要继续稳妥实施房地产长
效机制，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强化

省级政府监督指导责任，保障刚性
住房需求，满足合理的改善性住房
需求，努力做到稳地价、稳房价、稳
预期。

同时，将推进住房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针对新市民、青年人
等群体住房需求，加大金融、土
地、公共服务等政策支持力度，大

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因地制
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加快发展
长租房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提
出，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
理制度，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
需求，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

住房 努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需求

2021年年末召开的全国交通运
输工作会议部署了今年的重点工
作。

其中，在抓好交通运输常态化
疫情防控方面，提出持续强化外防
输入，加强内防反弹，坚决避免疫情
通过交通运输环节传播扩散。

在提高交通运输服务供给质
量方面，将加强出行服务无障碍、
适老化、人文化建设，深化电子不

停车收费系统（ETC）服务提升。
还有一系列政策将惠及货车司

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等。
在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交通运

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工
程”不久前，交通运输部等 8部门
联合发文，提出 10项加强交通运
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的举
措。

文件要求网约车抽成成为“明

白账”，并让司机参与到规则制定
中；推动网约车司机更方便地参保
和享受待遇，也尝试破解“就餐、停
车、如厕、休息难”等身边难题。

“保障网约车司机合法劳动权
益，既是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
是劳动者切身利益所在。”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
中心主任张成刚说。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交通 提升服务质量，保障劳动权益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
指出，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机制，提高衔接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
用于产业的比重，重点发展一批特色
优势富民产业，加大对160个国家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

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三个方面，会议提出统筹推
进“六项任务”。包括坚决完成好
新建 1亿亩高标准农田任务，加力
推进农机装备补短板；加强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抓好
农村改厕整改巩固，接续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协调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等。

交通运输部提出，今年要继续
强化对脱贫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的支持，加快完善“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体系，有序推进较大人
口规模自然村（组）、抵边自然村通
硬化路建设，同时加快推进县、乡、
村三级农村物流节点体系建设，健
全完善农村物流体系。

乡村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抓好农村改厕和污水垃圾治理等重点

争分夺秒
——气膜方舱实验室助力津城阻击奥密克戎

1月12日，天津启动第二轮全
员核酸检测。为提升检测速度，位
于北辰区、滨海新区等地的气膜方

舱实验室相继投入使用，为助力天
津阻击奥密克戎赢取宝贵时间。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全力保障群众春运安全出行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3 日电

（记者 任沁沁）每年春运是人员流
动规模最大、出行最为集中的时
期，路上都是回家心切的群众。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部署 2022
年春运交通管理工作，分析研判
春运交通安全新形势新特点，要
求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春运安全顺利温馨出行。

2022年春运交通安全风险衍
生交织，形势更加复杂。各地公
安交管部门将全警动员、尽锐出

战，投入春运保安全保畅通工作，
统筹谋划好春运交通管理、冬奥
安保、疫情防控保障等各项任
务。严管严查“三超一疲劳”、酒
驾醉驾、强超强会等易肇事肇祸、
易扰乱通行秩序违法行为；加大
农村地区突出违法查纠，加强学
生和“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的针对
性警示提示；落实疏堵保畅各项
措施，加强指挥疏导和秩序维护，
最大限度保障主干公路有序通
行。

杭州繁华步行街里的“光盘行动”
新华社杭州1月13日电（记

者 李平）记者近日在杭州繁华的
步行街——湖滨步行街餐饮店看
到，大部分消费者已养成按需就
餐、适量点餐、剩菜打包等文明用
餐习惯。

紧邻杭州西湖景区的湖滨步
行街，集中着1400多家品牌商店，
街区日均人流量超12万人次。“饱
览西湖美景，遍尝美食小吃”成为
众多游客和消费者“打卡”湖滨步
行街的重要目的。

跟随客流，记者走进湖滨银
泰 in77 C区吼堂老火锅店火锅店，
一进店落座，服务员就根据消费
者人数，相应推荐2人餐、4人餐等
套餐系列，并提醒消费者适量点
餐。“我们从 2020年 12月入驻湖
滨银泰 in77开始，就向食客推行

‘光盘行动’，并根据试吃数据和
消费者反馈，精心配置了不同人
数的火锅套餐，让消费者在品尝
更多菜品的同时减少浪费。”吼堂
老火锅店店长吴婉婷说。

走进百年老店杭州知味观湖
滨总店，每个餐桌上都放置着一
个写有“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
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
盘”的“光盘行动”提示牌。对于
吃不完的饭菜，服务员会主动提
醒消费者打包带走，而该店近两
年推出的堂食、外卖小份菜更是
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目前我们已推出笋干老鸭
煲、葱油小鲍鱼、红烧狮子头等 10
多种小份菜，价格基本是原来菜
价的一半。小份菜能让食客享受
更多的菜品，也减少了浪费情
况。”杭州知味观负责人张静说，
通过积极践行“光盘行动”，知味
观的厨余垃圾量相应减少了25%。

据杭州市上城区湖滨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周邱忆介绍，近几年，
随着文明用餐和绿色消费理念的
普及，“光盘行动”已成为湖滨步
行街的新“食”尚，随着“舌尖上的
浪费”大为减少，步行街餐饮店的
厨余垃圾量整体下降20%。

厉行节约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反对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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