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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到廣東視察的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甫一抵穗，便前往南方人才市場，與部
分用工企業代表及求職者座談。有參與座
談的大學生代表透露，溫總聽取大家意見
後表示將制定相關政策扶持企業發展，提
高就業率，同時也鼓勵大學生到基層就業
，實現人生價值。不少網民在熱烈討論這
一話題時表示，從溫總一到廣州便視察人
才市場，感受到中央對用工及就業問題的
高度重視。

【本報記者鄭曼玲、曾春花廣州三日電】

溫總關注用工就業
在穗考察招聘會 傾聽民間訴困擾

重慶籍外來工王光
於在福建晉江從事保安
工作。他拿着剛辦好的

臨時居住證對記者說： 「現在可以享有子
女教育、醫療衛生、購買經適房和參加事
業單位招聘等22項市民待遇，大大增強了
歸屬感和幸福指數。」

居住證惠及百萬人
自去年 7 月閩省在晉江實施居住證管

理制度試點工作以來，截至上月底，共有
9.5萬多名外來工申領了居住證，有些人還
在晉江購了房，過着和本地人一樣的生
活。

37歲的重慶開縣人謝先亮，是一名製
鞋車間負責人，在晉江生活接近 20 年。
「雖然到晉江這麼長時間，但以前總感覺

自己是外來工，現在有了居住證，終於成
為晉江人！」他感慨地說，現在想盡快在
晉江買套保障房，把孩子接過來團聚。

晉江市有 90 萬名外來工，加上 14 萬
名外來工子女，流動人口超過 100 萬。晉
江市副市長曾獻禮表示，居住證制度的實
施是晉江貫徹 「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
念的重要體現，讓外出務工、經商和有一
技之長的流動人口能夠在晉江找到 「家」
的感覺。

為加大對在閩外來務工人員的人文關
懷，福建省人民政府日前又發出《關於進
一步促進泉州市民營經濟發展十條措施的
通知》，支持和鼓勵泉州市民營企業建設

員工公寓，安排中央、省級有關專項補助資金；在總結晉
江市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在泉州市範圍內推行流動人口居
住證制度，讓持有居住證的外來人員享有當地同等的公共
服務，有效促進流動人口融入當地社會。

推進產業工人進程
為增強務工者心靈歸屬感，晉江 65 家規模以上企業

的黨組織牽頭試點建設企業綜合服務中心，建成10個工
會大學示範基地和133家職工書屋示範點。

「企業僅靠採取提高待遇、降低門檻的辦法來應對，
這或許能取得一時之效，卻無法根治問題，破解 『用工荒
』的根本途徑在於加速推進農民工的 『產業工人』進程。
」泉州市政協副主席、市總工會主席傅福榮表示，目前泉
州市、縣兩級政府正盡快調整城鎮管理政策，深化戶籍制
度改革，為外來工融入當地城鎮提供必要的條件。同時，
泉州市政府還公開作出《關於加強企業用工服務的17點
公開承諾》，以期切實提高外來工的政治、經濟、社會待
遇，維護外來工的合法權益，讓外來工像市民一樣在城市
「體面地生活」。 【本報泉州三日電】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三日電
】為期 3 個月的深圳市 「南粵春暖
．春風行動」招聘活動今天在深圳
市職業介紹服務中心開幕，深圳市
人才大市場同時舉辦大型公益專場
招聘會，共有349家企業提供18000
多個職位，記者在現場看到，應徵
者比去年明顯減少，多家企業在調高
薪酬的同時，降低了招聘門檻，但
仍無法填補20至30%的用人缺口。

「加薪」被認為是珠三角解決
「民工荒」最直接的辦法。然而，

最低工資每年都調高， 「民工荒」
仍在持續。

春風行動持續到 4 月底，將組
織 540 場多種類型、多種專題的免
費專場招聘活動。記者從深圳市人
力資源社會保障局了解到，為進一
步推動深圳市企業與求職者有效對
接，市、區人力資源公共服務機構
將全年為在深求職者免費提供職業
介紹等公共就業服務，並將組織企
業到貴州、湖南、廣西以及省內河
源、湛江等地開展專場招聘活動。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三日電】廣東省政府近
日出台《2012 年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若干政策
措施》，《措施》共 56 項，從增強財政資金引導
、落實針對中小微企業的各項稅收優惠和稅費減免
、加大融資支持力度、強化公共服務等方面提供幫
扶。投資廣東的8萬家港企有望受惠制度安排，在
資金扶持及稅收減免等領域得到幫助。

廣東省級財政資金扶持主要包括：在充分發揮
財政資金支持引導和放大作用，省財政安排中小微
企業發展專項資金2.5億元，重點支持中小微企自
主創新、轉型升級，推動中小微企服務體系及融資

服務體系建設。此外，省財政安排 5000 萬元設立
小額貸款風險補償專項資金，對小額貸款公司發放
給小微企、個體工商戶及涉農貸款產生的損失給予
適當風險補償。

總減負有望達3.7億
有內地財政專家解讀，在這些政策措施中，明

確提出由省級財政安排、具體用於扶持中小微企業
的各類專項資金合計超過3.7億元；而且，這些資
金被明確安排用於中小微企從結構轉型升級、研發
到服務體系建設、市場開拓、貸款支持等具體領

域。
香港中華總商會內地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偉浩估

算，投資廣東的港企，大部分是中小微企業，這次
廣東新政中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減免政策將極大惠及
港企。

有港商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據廣東新政安
排，符合條件的中小微企業所得額將減半計稅，具
體而言，對於應納稅所得額不超過6萬元的小型微
利企業，其所得減按 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
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此外，針對中小微企業，廣東將增值稅起徵點
統一為月銷售額 20000 元；按次納稅的，為每次
（日）銷售額500元。而營業稅起徵點提高到月營
業額 20000 元；按次納稅的為每次（日）營業額
500元。

另外，專項資金還將運用於再貸款、再貼現和
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等貨幣政策工具引導金融機構
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支持銀行機構建立
適應中小微企業特點的信貸管理和貸款評審制度。

盼港商會起對接作用
港商梁嘉平認為，這次廣東新政確實對港企有

正面作用，以他在東莞及順德的生產企業為例，就
分別得到地方政策的資金支持，實現技術升級。

梁嘉平建議，廣東省政府相關部門，可以與香
港的商會接洽，由港商會層面了解政策執行細則，
然而組織更多港中小企業一起申請，有助於缺少人
手的港資中小企業更好享受內地的扶持政策。

中午 11 時多，溫家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等官員陪同
下，到達廣州南方人才市場招聘大廳，參觀考察正在
舉行的招聘會。記者事後回訪時發現，該場招聘會共
有130多家企業入場招工，其中不乏廣州汽車集團、
白雲山製藥、中國人民財產保險等一些大企業，多為
要求大專學歷以上的職位，基本沒有普工崗位，企業
開出的月薪多在3000元以上。

鼓勵學生到偏遠地區就業
據求職學生事後透露，當時大廳裡人頭攢動，大

家不期然見到溫總理，都大呼意外、激動不已，紛紛
擠上前與總理握手。溫總也笑容可掬地向大家問好，
親切詢問求職情況。

隨後，溫總一行又與部分企業代表和求職學生進
行了半個小時左右的座談。參與座談的廣州大學生代
表事後講述說，現場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提出
在招工及就業方面的困擾，溫家寶認真聆聽並不時詢
問，還就大家普遍反映的一些問題予以回應。他表示
，中央高度重視當前用工市場存在的問題，將制定相
關政策，扶持企業發展，促進提高就業率。另外，溫
總還以自身經歷為例，鼓勵大學生到基層或偏遠地區
就業，實現人生理想和價值。由於會議廳可容納的人
數有限，不少無法入內的求職者將門口圍得水泄不通
，爭取能聽到溫總的隻言片語。

記者事後回訪時，不少現場工作人員都表現興奮

，認為溫總的到訪體現了國家對就業工作和人才市場
工作的重視，也是南方人才市場全體員工的光榮。有
工作人員透露，為迎接溫總到來，人才市場路邊的綠
化樹前幾天進行了修剪，大樓外立面和招聘大廳也裝
飾得煥然一新。

結構性用工矛盾亟待解決
分析人士指出，溫總甫一抵穗便趕赴人才市場，

顯示中央高層對用工及就業問題的重視，但同時也反
映出，這一領域存在的問題已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

一定的影響。此前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從內地來到珠
三角打工，支撐了東南沿海製造業的大繁榮，人們對
此似乎習以為常。然而，延續了 20 餘年的這一現象
現在正在發生變化。調查顯示，節後廣州用工缺口
11.38 萬，缺口前三行業分別為製衣、電子電器和食
品製造。有記者日前來到新塘這個全國聞名的製衣廠
聚集之地，發現竟還有約七成的工廠尚未開工，這在
近十年中還是第一次。在企業普遍高呼 「招工難」的
同時，不少大學生也反映存在就業難題，這對結構性
用工矛盾亟待予以緩解。

【本報訊】記者3日走訪廣東佛山各大人才
市場了解到，佛山市部分企業仍存在招工難和缺
工問題，求職者對企業要求趨向多元化。

據新華社報道，佛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局調查分析顯示，2012 年佛山市經濟發展增長
速度預期將放緩，企業新增就業崗位減少，由於
外來勞動力供給的數量同時下降，企業用工難問

題短期內難以緩解。
佛山市內的小微企生產經營狀況與 2011 年

相比，除原材料價格和人工成本上升外，受全球
經濟低迷環境影響導致訂單減少，企業經營情況
並不樂觀。

現時求職者對待遇要求已趨向多元化，對所
處工作環境、假期及職業前景都有明確要求。有

企業通過組織員工到景區旅遊，免費辦理圖書證
，提供免費上網，在宿舍安裝空調、電視機、熱
水器等，提高福利待遇以吸引工人。

在人才市場，有招聘企業打出 「想在佛山買
房的請過來」標語。該企業為保持用工隊伍穩定
，承諾工作滿 4 年的員工，可向企業申請 12 萬
至15萬元免息貸款；工作滿15年可免還貸款。

廣東佛山市勞動就業服務中心主任梁振新
表示，要緩解企業招工難，政府在調整產業結
構、出台政策幫助企業的同時，企業也要逐漸
改變招工理念。規範用工、加大培訓、改善用
工環境、提高工資待遇，這樣才能保持用工隊
伍穩定性。

特特稿

微博熱議見到總理哥
有意思的是，現場民眾紛紛以文字加圖片，在微博直播

了這一過程。從網民在微博上所發圖片可見，當時南方人才
市場外面的步行道上，裡三層外三層地擠滿了人，不少民眾
為一睹總理真容，還站在台階上踮起腳尖翹首以望。溫家寶
的車隊經過人群時，他特意打開車窗，探出身體伸出右手，
微笑向圍觀民眾揮手致意，路邊的民眾也高興地揮手回應。

大家還紛紛在網絡上 「大曬」自己與溫總的互動。
網友 「幸福的滋味007」說： 「今天下午好幸福，剛才

在我們公司南方人才市場門口跟溫總理握手了。總理的手好
暖呀好舒服，握手握的緊緊的！好開心！一輩子一次值得了
！大家羨慕吧！」

網友 「三毛毛哥哥」感慨： 「今天竟然有機會跟溫家寶
總理握了一下手。近距離觀察，他確實比較憔悴，比05年
老了很多。看來一國總理不好做呀。」

一位自稱南方人才交流會工作人員的 「婉婉旺旺」說：
「今天見到溫家寶總理了，還為他和汪洋書記各沏了杯茶，

幸福呀！溫總理溫和親民，幽默風趣，直奔主題的風格令我
印象非常深刻！近距離的這40分鐘真的太激動！他說要簡
單說話，和微博一樣就好了！哈哈！與時俱進的領導！」

網友 「楊小柳 yang」則在微博上寄予對總理的祝福：
「中午時刻，溫家寶要離開此地了。與車窗外的市民們打了

個招呼。經典笑容跟招牌手勢哇~~好慈祥。祝他老人家身
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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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總理所乘中巴經過南方人才市場
網絡圖片

▲溫家寶總理在車上與群眾揮手 微博圖片

▲求職者在南方人才市場外了解招聘信息 曾春花攝

粵安排2.5億扶中小微企

深企加薪降門檻招工

▶廣東出台扶
持中小微企業
措施，8萬家港
企有望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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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者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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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小微企招工難
求職者要求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