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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风险、“青春饭焦虑”……涉及2亿灵活就业劳动者

这个群体的职业痛点如何消除？

两会报告解读

两会新华视点

部分代表委员与专家表示，对于灵活就
业人群的劳动权益保障，尚存在法律依据不
足、制度设计不完善等问题。

问题比较突出且频频引发社会舆情的是
工伤保险缺失。“灵活就业人员在遭受工伤事
故后，常常因为不能参加工伤保险而无法享
受相应待遇。”全国政协委员蔡庆锋说。

去年底，某外卖平台一骑手在送餐途中猝
死，其家属在追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

被告知仅可以获得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和3
万元商业意外险赔偿。在社会广泛关注下，该
平台最终给予骑手家属60万元抚恤金。

在灵活用工模式下，用工企业与灵活用
工平台之间、灵活用工平台与工作人员之间
均为合作关系，不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
规制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约束。

人社部的调研显示，在缺少工伤保险的
背景下，多数平台企业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实

现其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但与工伤
保险相比，灵活从业人员购买的商业险普遍
附加值低、保障力度小。

还有部分灵活就业者由于没有缴纳养
老保险，只能趁年轻拼命挣钱。记者发现，
很多公司外卖骑手社保缺失。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政府和用工方要帮
助从业者解决只能吃“青春饭”问题，妥善解
决社保缴纳问题。

“零工市场”“灵活就业”引人注目地出
现在今年两会的重要文件中。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各类劳动力市
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门
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就业
机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草案也提出，建立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
渠道灵活就业机制。

不同于传统就业模式，在数字经济时

代，灵活就业人群正日趋庞大。按人社部等
部门公布的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
模达2亿人左右。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化腾提交了《加快推动新就业形态发展、
助力稳就业的建议》。他说，新的就业形态除在
电商物流、网络送餐、网约车等生活服务领域
外，还依托知识创意领域和平台不断衍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等发布的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显示，
2020 年企业采用灵活用工同比增长逾
11%，达到55.68%，有近30%的企业表示稳
定或扩大使用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灵活就业改变了劳动
者与雇主之间的传统关系。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表示，劳动者从

“公司+员工”转向“平台+员工”模式，也由
此产生不少前所未有的利益矛盾。

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纲要草案均对相关
问题作出回应。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
就业形态，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
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推动放开
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
障，健全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完善欠薪治理长效机制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制度，探索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
障机制。

多位代表委员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提案。
蔡庆锋在《关于建立灵活就业劳动者职

业伤害保险保障的提案》中建议，调整现行工
伤保险制度，从立法层面进一步规范此类劳
动关系，避免灵活就业人员在遭受工伤事故
后，无法享受相应待遇。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上
海市委主委高小玫在提交的大会书面发言
《规范平台用工，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中建
议，进一步规范平台用工合同，制订平台用工
专项法规，加强劳动监察，规范平台管理，防
止优势地位方滥用权利。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拓宽灵活就业群体
参与社会保障渠道，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免
费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劳动者终
身学习的“数字学堂”等，以保障和服务新就
业形态从业者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要
尽量减少互联网对劳动者“工具性”的放大，
增强对个人安全、尊严、可持续发展的考量。

“新业态制定劳动关系的规则要倾听弱
者声音。”许光建认为，制度设计要兼顾各方
利益诉求，创造共赢的发展模式。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记者孙亮全 吴
文诩 李鲲）

如何保护“半边天”、
呵护“少年的你”？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提升未
成年人关爱服务水平；加强家庭建设……“十
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为我
们勾勒了一幅未来和谐社会的新图景。

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离不开法治的倾
情护航。8日提请审议的两高报告中，“促进
和谐家庭建设”“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健康
成长”等内容占据重要篇幅。

不断完善的法治，让妇女儿童的“护身
符”越来越多。面对侵害应该怎么维权？代
表委员“支招”了。

关键词一
对家暴“零容忍”

“家暴”不是家务事。5年前施行的反家
庭暴力法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为家暴受害
者提供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0年人
民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2169份，探索将
家暴防治延伸到婚前、离婚后及精神暴力等
情形。多地法院完善反家暴联动机制，筑牢
妇女、儿童等群体免遭家庭暴力的“隔离墙”。

眺望未来，目标明确。纲要草案提出，要
“严厉打击侵害妇女和女童人身权利的违法
犯罪行为”“加大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力度”。

“反家暴法实施5年以来，在保护妇女儿
童权益方面取得不小成绩。”全国人大代表、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办副主任张
晓庆表示，各地法院虽然已经陆续运用实施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但总体来看适用范围
还较小，应当加强该制度实施力度。

“家暴常常发生在隐秘的家门内，很难被
发现。”张晓庆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包括公安、
法院、街道社区等在内的联动机制，及时发现
家暴苗头、化解家庭矛盾、调解家庭纠纷，更
好地预防家暴事件发生。

“向家暴勇敢说‘不’！”主演了电视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冯远征呼吁，不要
让美丽的生命因为家暴而凋零，面对伤害
要选择“零容忍”。

关键词二
斩断伸向孩子的“魔爪”

近年来，一系列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案
件牵动人心。纲要草案明确，“严厉打击侵害
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从严追
诉性侵、虐待未成年人和拐卖儿童等犯罪5.7
万人；支持起诉、建议撤销监护人资格513件
……两高“成绩单”背后，流淌着法治的温情。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挑战法律和社会伦
理底线。如何斩断伸向儿童的“魔爪”？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贾宇表示，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类型、
特点，浙江检察机关探索出了教职员工入职
前查询违法犯罪记录等经验，已被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

“制度的建立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检察
机关第一时间发现犯罪线索、固定客观证据，
有助于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及时开展保护救
助工作，避免未成年人受害者遭受二次伤
害。”贾宇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
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建议，一方面要建
立儿童性侵调查干预机制，对性骚扰未成年
人等问题及时介入干预；另一方面，要将相关
课程纳入学生必修课，提高未成年人反性侵
的意识和能力，对未成年人的家长也要强化
相关学习辅导。

关键词三
打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一到假期，网络和广告牌上，以未成年人
为目标群体的广告就开始“洗脑轰炸”，让人
防不胜防。

“目前市场上面向中小学生的学习App
数量众多，不少都暗存不良信息、内置游戏。
此外，未成年人打赏网络主播等问题频发，应
进一步加强监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
院大学公管学院教授马一德说。

两高报告也提出了网络秩序综合整治、
加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力度等内容。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胡
旭晟建议，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加大执法检
查力度，将不适宜面向学龄前儿童发布的
各类在线教育广告和“小学化”课程项目全
面下架，确保学龄前儿童按规律健康发育
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
长雷冬竹表示，近年来，从立法到司法层面，
相关部门加大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力度，
全社会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意识空前提高，
表明我们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都在
进步。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七张图“画”出中国2025新模样

能源
灯还是原来那盏灯
电不是原来那种电了

第一张是“十四五”大型清洁
能源基地布局示意图。 图中，西
电东送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但内
涵更丰富。

布局的核心词是：清洁。
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建设水电

基地。
清洁能源基地有9个，分别在

金沙江上下游、雅砻江流域、黄河
上游和几字湾、河西走廊、新疆、冀
北、松辽。

海上风电基地在广东、福建、
浙江、江苏、山东等。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院长杜忠
明认为，这一布局不是简单考虑电
力调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锚定从
高污染高排放到低污染低排放的
能源格局之变，这是我国为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承诺作出的负责任的
战略安排。

对老百姓来说，这一布局意味
着什么？举个例子，生活在武汉的
老刘，原来家里一开灯，用的可能
是煤电，往后，灯还是那个灯，由于
能源电力领域供给侧发生了重大
的结构性变革，电将更多地来自

“绿电”。

粮食
饭碗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
品生产保护区布局示意图，以白色
为底，以绿、红标识的两个区域，代
表着我国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关系到我国
14亿人能不能吃得饱、吃得好。

绿、红两个区域整体上位于
“胡焕庸线”以东。

以水稻、小麦、玉米为代表的
粮食生产功能区，主要集中在东
北、华北和中部地区。在“胡焕庸
线”西北、黄河几字弯的左拐角上，
也有一块绿色，那是被称为“塞上
粮仓”的河套平原。

大豆、棉花、油菜籽、糖料蔗、
天然橡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
区，星星点点分布于我国东北、西
北、中部、西南地区以及海南岛。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强化耕地数量
保护和质量提升，严守18亿亩耕
地红线，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

副院长赵皖平认为，这样的布局，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中国人的饭
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城市
人是核心
城市群发展

城镇化空间格局示意图的骨
干是五条纵横交错的曲线。

横向，一条是东起连云港、西至
阿拉山口的陆桥通道，一条是沿长
江通道；纵向是沿海、京哈京广、包
昆通道。这就是规划纲要草案说
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图中标注了19个城市群。目
前这些城市群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依据规划纲要草案，未来5
年，它们承担不同的使命：

优化提升5个——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
市群。

发展壮大5个——山东半岛、
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
湾等城市群。

培育发展9个——位于东北、
中西部的城市群。

“要继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全国政协委员、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结合近期
的城市体检报告分析，目前存在城
市中心区人口过密、功能布局不均
衡、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不足等问题。今年将实施八
个方面的城市更新行动。

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中
在“三区四带”

这是关于家园的图——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布
局示意图。这张被深深浅浅绿色
铺满的图，展示今后5年我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布局。

“十三五”规划中有一张“全国
主体功能区示意图”，侧重从开发
视角规划。“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
中这张图，紧扣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可见对生态建设的重视。

从图中看，未来5年我国生态
屏障建设集中在：

“三区”——青藏高原生态屏
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
生态区；

“四带”——东北森林带、北
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
岸带。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
心主任高吉喜介绍，“带”一般是条
状的，“区”则更多强调区域性。“三
区四带”是我国生态屏障构建的重
要组成部分，现实是这些地方生态
问题较为突出。未来5年加大保
护和修复力度，正是基于现实、突
出重点的部署。

交通
“轨道上”的京津冀、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基本建成

前面讲了4张全国性的图，现
在讲3张区域图，它们展示到“十
四五”末基本建成京津冀、粤港澳
大湾区、长三角轨道交通网。

“它们是我国轨道交通发展最
快的三个区域。”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铁
路办事处主任吴向东说。

轨道交通，具体说，由四张网构
成。最大的是国家级高速铁路网，

“八横八纵”格局；其次是城际铁路
网；再次之是市域（郊）铁路网；最小
的网是城市轨道交通，即地铁。

根据规划纲要草案，未来 5
年，第二张网和第三张网将增加运
营里程3000公里。地铁也将新增
运营里程3000公里。

四张网在逐渐联通。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科技
开发公司总工程师钱春阳说，今年
底高铁将覆盖广东省所有21个地
市，未来要推进四张网的深度融
合、无缝对接。

通过7张图，看到了令人向往
的2025。让我们一起用行动把蓝
图变成现实吧！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超7万
字，配了7张图。

这7张图，分别展示了我
国能源、粮食、城市、生态、交
通等方面未来5年的部署，放
在一起则勾画出2025年我
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样子和我
们生活的变化。

新
华
社
发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阎里乡阎里村农民操作农业机械在麦田喷洒农药。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数字经济时代，快递小
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
涉及约2亿灵活就业劳动者
撑起零工经济新业态。这个
庞大劳动者群体日益凸显的
工伤风险、“青春饭焦虑”等职
业痛点，成为两会热议话题之
一。多位代表委员提交了相
关建议和提案。

零工经济：稳就业“缓冲器”“蓄水池”，从“公司+员工”转向“平台+员工”模式

痛点：工伤、养老、职业培训均难保障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
加快推进，新业态劳动关
系规则要倾听弱者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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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