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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有依靠

人社部日前会同国家网信办、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
总局、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就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
保障权益，对11家头部平台企业联合开展行政指导，要求
平台企业进一步落实好政策、积极承担用工责任，切实保
障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加入工会，感觉身后有了依靠。”在四川省成都市新
津区，圆通速递快递员石尘心里踏实又温暖。几个月前，
在新津区总工会开展的 10余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集中入
会活动中，石尘和其他18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起加
入工会，找到了“娘家”。

在成都市青羊区，货车司机老张收到了工会组织派发
的“入会大礼包”。义剪、义诊、肩颈按摩理疗、美容护理、
电影券……一系列暖心服务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心坎里。“没想到刚入会就能享受到这么多福利！”不少人

感慨道。
如今，工会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愿意依靠的

“家”。各地工会积极联合平台企业，鼓励更多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入会。今年 6 月，江苏省总工会联合平台企业，
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蓝骑士入会季”主题活动。“饿了
么”骑手刘朋伟是南京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首批会
员，谈起入会体验，他感触颇深。“针对性的体检项目、免
费爱心早餐、外卖延误保险……来自工会的关爱既贴心又
温暖！”

湖南省长沙市外卖员郭庆也有同感，他刚刚加入长沙
市井湾子社区工会，“有了更强的组织感和归属感！”郭庆
说，“工会会告诉我们签合同时应注意的内容。受了意外
伤害，不仅有公司的补助，还有工会的补助。此外，一些文
化和专业技能培训也让大家收获满满。”

权益有保障

不久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一起劳动纠纷被成功解
决。小何等12位网约车驾驶员因劳动合同被单方面终止，
提请劳动仲裁。湖里区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服务
工作站介入，与企业方沟通，促成双方达成调解，企业一次
性支付经济补偿款。据福建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福建省已建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服务站百余家，为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辟了集咨询、代写文书和法律援助一
体的工会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专家指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方式灵活，群体流
动性大，许多人难以与企业直接确认劳动关系，存在用工
关系复杂、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其权益保障往往面临新

挑战、新问题，需要着力加以
规范、强化保障。

“感谢市总工会，帮助我
们追回了拖欠工资！”在山东
省烟台市，某同城供应链配
送平台司机王兵解决了困扰
已久的“讨薪”大事。2021 年
8 月，王兵及其他 8 名工友入
职该配送平台，随后又因经
营网店关停，两个月的工资
没了着落。无奈之下，他们
找到山东省烟台市总工会设
立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

服务站，在工会维权律师帮助下，平台服务企业和服务外
包企业连带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6.6万元。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打出政策“组合
拳”。2021年，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平台企业应
当合理承担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相应责任，在公平就业、劳
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规
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更可靠的保障，也给相关企
业开展经营活动划出“红线”。

平台企业在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方面进行了
诸多努力。例如，配送平台公开了“骑手劳动安全保障”相
关规则，给予了骑手接单选择权和更合理宽松的配送时间
等；一些网约车平台引导非劳动关系的驾驶员参加相应的
社会保险，提供多种保险选择，可由司机自行决定是否参
与等。

职业有护航

劳动者会产生哪些心理问题？如何正确面对压力和
困境？如何调整状态尽快适应环境和工作状况的变化？
最近，河南省洛阳市新业态工会联合会邀请心理治疗师、
工会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志愿者，来到市总工会主办的“职
工心灵夜话”栏目，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了一期专场
心理疏导。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虽灵活，但仍面临职场中的各
种挑战。规划职业发展、提高自身技能，是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普遍诉求。今年6月，江苏省道路货运新业态驾驶
员安全行车劳动竞赛举行，为近120万名货运司机提供了

“比武场”。竞赛被江苏省劳动竞赛委员会列为全省十大
引领性劳动竞赛。按照规定，对竞赛成绩优异者可择优推
荐申报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不少地方还建起“劳动者驿站”，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近日，甘肃
省平凉市崆峒区振兴运输公司行业工会联合会“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驿站”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劳动者驿站面积
280 平方米，项目包含职工书屋、司机之家、休息室、淋浴
室、洗衣房、卫生间等配套基础设施，提供饮水、休息、餐
饮、淋浴、洗衣、如厕等周全服务。在浙江省乐清市，柳市
镇总工会在户外劳动者驿站设立心愿墙，面向大家开展微
心愿征集，帮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解决“小困难”“小需求”

“小梦想”。

工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撑起“保护伞”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家政阿姨、快递小哥、送餐骑

手……活跃在大街小巷、服务于

千家万户的这个庞大群体，被称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们主

要是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

服务提供者。近年来，随着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如

何切实保障该群体的正当权益，

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记者

就相关部门及平台企业如何关心

和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

进行了采访。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龙泉社区“小哥食堂”，是临沂市首家“一站式”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图为外卖骑手
在“小哥食堂”为手机充电。 张春雷摄 （新华社发）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龙泉社区“小哥食堂”，是临沂市首家“一站式”新就业群体服务驿站。图为外卖骑手
在“小哥食堂”为手机充电。 张春雷摄 （新华社发）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日前邀请直播人才为辖区内居民开展技能
培训，课程采取“理论+实操”的模式，培训“直播语言”“引流方式”等技能，帮助
创客了解直播带货行业，并通过实训让他们快速掌握引流、销售等基础知识，凝
聚同心助力致富。锦城街道开展的直播技能培训已有归国留学生、网络从业
者、自由职业者、种养大户和返乡创客等120余人参加。 虞炳锋摄

向移动智能空间进化

近十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历了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已经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日
前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从2012年底的2万辆，大幅
攀升到今年5月底的1108万辆，自2015年起，产销
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

辛国斌表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从汽车
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深入实施新
能源汽车国家战略，强化顶层设计和创新驱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实现快速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国家、地方先后推出600多项支持政策，涵
盖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安全监管等各个方面，组
建动力电池和智能网联汽车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支持上下游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商业
模式，形成了产业发展强大内生动力。

通过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的持续研发创新，
广大用户切身感受到新能源汽车在保证常规性能
后的边界拓展，特别是智能网联技术与汽车电气
化新技术的跨界融合，让新能源汽车不只是纯粹
的交通工具，更进化为移动智能空间。

参与高端市场竞争

中国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正加速进入海外高端
市场。蔚来汽车 10 月 8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发布
会，宣布在德国、荷兰、丹麦、瑞典四国市场提供全
体系服务，这标志着蔚来全球化战略再进一步。

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李斌接受本报专访
时表示，汽车产业比拼的是综合竞争力，智能电动
汽车则是“智能”、“电动”、“汽车”三个行业的交
汇。当前，中国制造业在这三个行业都具备世界
级的竞争力，包括供应链和人才方面的优势，这正

是蔚来等中国汽车企业“出海”的底气。一年前，
蔚来开始在欧洲的挪威市场布局，今年前三个季
度，蔚来ES8型车在奥斯陆地区6、7座运动型多用
途车市场的销量排名排在第一位。李斌介绍，蔚
来坚持全球化战略，2021年提出了 2025年要进入
全球 25个国家市场的目标。接下来，蔚来将凭借
技术创新逐步进入更多欧美高端市场，带给用户
更多智慧和绿色新体验。

进入5G时代，整个汽车产业面临巨大的升级
机会，以“电动化”为基础，“网联化”和“智能化”成
为行业竞争的关键点。中国汽车制造企业正顺应
这一波大潮，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换道先
跑”，参与全球高端市场竞争。

助力“中国智造”“出海”

人脸识别打开车门、辅助驾驶缓解疲劳、遇到
危险自动预警……中国汽车制造企业持续科技创
新，让汽车工业融合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人、
车、路动态信息交互，让驾驶变得更安全、更智能、
更舒适。

中国新能源汽车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得到
的认可越来越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陈士华表示，据统计目前已有近 10家中国车企向
欧洲出口新能源车，中国电动汽车已经占欧洲电
动汽车总销量的10%。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中国汽车企业现在新能源汽车出口主
要是在欧洲市场，2021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总数量的 49%是出口到欧洲市场，出口形势非常
喜人。

多年前，中国汽车靠自主品牌的价格优势切
入海外市场，在拉美洲和非洲获得了较大的市场
份额。如何进入欧洲市场，一直是中国新能源汽
车企业长期思考的问题。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正
加速飞驰在“创新赛道”上，在产品性能、智能科
技、综合服务等方面持续创新，助力“中国制造”向

“中国质造”和“中国智造”迈进。

智能引领升级 技术提高价值

中国汽车“创新赛道”驶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王丕屹

德国消费者观看中国品牌展车。 受访者供图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再提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8个月，新能源汽车出口34万辆，同比增长97.4%。新能源汽车正在

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为什么新能源汽车能成为新名片？有专家

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发力智能数字科技，打通了研发、生产到销售

终端全链条，通过上下游协同联动，探索从传统的生产型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

业转型，为用户打造出场景化、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

本报上海电（记者田泓） 一系列
消费刺激政策有效拉动上海国庆消费
市场回暖。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

（上海）监测显示，国庆节日（2022年9
月 30 日至 10 月 6 日）7 天，全市餐饮、
汽车、家电线下消费增长明显，消费金
额分别实现69.6亿元、12.7亿元和4.7
亿元，同比增长 18.0%、76.3%和 3.0
倍。全市线下消费金额407.7亿元，同
比恢复至八成；线上消费金额约254.8
亿元，同比增长 2.9%。其中，主要商
业综合体客流量环比增长24.6%。

国庆消费市场回暖得益于第二轮
“爱购上海”电子消费券、绿色智能
家电消费补贴等政策叠加效应。“爱
购上海”电子消费券节日期间核销金
额超过1.35亿元。上海环球港、港汇
恒隆广场、五角场万达广场、比斯特

上海购物村 （奕欧来）、七宝万科广
场、宝山万达广场、中信泰富万达广
场、尚悦湾广场、青浦吾悦广场等商
业综合体的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超
过2位数。

节日前夕，上海首次推出促进绿
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家电家
装商店客流、销量增长明显。节日
期间 （10 月 1 日至 6 日），全市苏宁
易购、国美电器、京东、百联、家
乐福等 35 家参与政策实施的家电零
售 企 业 绿 色 智 能 家 电 销 售 1.43 亿
元 ， 交 易 笔 数 1.69 万 单 ， 补 贴 额
1273.5 万元。京东、苏宁上海地区
全品类家电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
超过 2 位数，销售额均位居企业内
部全国省级排名前列，政策刺激效
应比较明显。

电子消费券拉动上海市场回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