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产能稳就业

如何兼而得之？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今年第一季

度已初见成效。从去产能方面来看，两

个重点行业钢铁和煤炭均交出了成绩

单：一季度粗钢产量下降

3.2%

，原煤

产量下降

5.3%

。这确实是一个振奋人

心的消息。

对于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市场上主要担心两点： 一是我们

是否真的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出清过剩

产能； 二是下岗员工能不能得到有效

和妥善的安置。目前看，对于出清过剩

产能， 政策的实施力度是朝预计方向

发展的， 但对下岗员工安置问题担忧

较多。

不可否认，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

化解过剩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首要任务，是一场硬仗，妥善安置职工

则是其中的关键，也是难点。随着去产

能、去库存等攻坚战持续深入，部分企

业员工分流、转岗不可避免，因此，能

否守住就业底线考验政府的决心和智

慧。正如在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上，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谈及政策的平衡：“我们

需要做到的是双赢， 在去产能、 促发

展、稳就业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

那么， 去产能和稳就业如何兼而

得之？

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发展成为稳

就业的“定心丸”。一方面，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有利于增加新就业机会。 数

据显示，第三产业占比已从

2011

年的

42.2%

上升到去年的

50.5%

，第三产业

可为产能过剩行业的职工转岗提供更

多就业机会。有机构测算，由于第三产业

的发展， 这一轮去产能总体就业压力小

于

1998

年的国企改革。

1998

年，国企改

革下岗职工人数高达

2100

万， 其中

1300

万人实现再就业，

100

万人得到内

部安置。而

2014

年我国第三产业新增就

业人数就达到了

1728

万人，有能力吸纳

产能过剩行业下岗人员。另一方面，新产

业、 新业态的涌现还为广大劳动者提供

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与创业机遇， 去产

能和稳就业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比如

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为上千万的劳动

者创造了就业岗位。

中国经济增长稳定也为稳就业提供

了坚实基础。 去年， 我国

GDP

增长

6.9%

，城镇新增就业

1312

万人，超过全

年预期目标，成为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

今年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7%

， 开局

良好， 为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提供了坚

实基础。 同时，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318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31.8%

。尽管调查

失业率呈上升态势，但是在

5.2%

左右区

间内小幅波动，总体稳定。更加值得关注

的是， 我国已连续

5

年实现每年城镇新

增就业

1000

万人的目标。

此外，国家为稳就业提供更多政策支

持。 从目前采取的措施来看，政府多管齐

下力保去产能过程中稳就业工作的顺利

进行。 中央财政计划安排专项奖补资金，

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七部委还出台了

《关于在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

脱困发展过程中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意

见》，促进失业人员平稳转岗就业。

去产能工作并非一蹴而就， 稳就业

的任务也是任重道远。 在去产能结构升

级过程中，有些“阵痛”不可避免，这是经

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

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只要坚定目

标， 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去产能与稳就业一定能够兼而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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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刘士余表示：

“两学一做” 要体现在正确行使监管权力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近日，中国证监会党校

2016

年春

季干部进修班开班式在京举行。 中国

证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刘士余出席并

作重要讲话，他表示，证监会党校要在

彻底改变证监会系统“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

一根本政治问题上下功夫，“两学一

做” 最终要体现在唤醒党章和党纪意

识、增强党性修养、改进党风与作风，

体现在监管权力正确行使中。

刘士余表示， 证监会党校是全系

统党员领导干部理论武装的主要阵

地，是加强党性锻炼的大熔炉，是证监

会党委教育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

道， 承载着全系统党员干部补钙强筋

壮骨、立根培元固本的重要任务，党校

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证监会党委

要深刻领会、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把加强党校工作作为证监会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的具体举措，

作为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的重

要内容， 要求全系统要把思想认识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校工作的重要

指示上来， 统一到党中央加强和改进

党校工作的意见上来， 统一到证监会

党委做好党校工作的意见上来。

刘士余指出，党校姓党，证监会党

校要紧紧围绕会党委的政治主线和工

作重心， 自觉向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看齐， 向党的理论路线方针看

齐， 向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看齐，向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看齐，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严格做到学术研究无禁区、 课堂讲授

有纪律、公开言论守规矩，绝不允许违

反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

在证监会党校产生蔓延， 以实际行动

自觉维护党的威信、 党中央的权威，维

护党校的形象。要突出党校党性教育和

理论教育主业主课地位。 学员到了党

校，要把党的理论、党的章程、党的法规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学

习的主要任务，把强化党的意识与修养

作为主要目标。 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课

余时间加强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

学习，多读书，多学习，开卷有益。

刘士余强调，证监会党校要在彻底改

变证监会系统“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

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一根本政治

问题上下功夫，要严格选调学员，必须与

各级后备干部培养、领导干部提拔使用统

筹起来，体现出党校培养教育党员领导干

部的唯一导向。 刘士余指出，本期党校干

部进修班时值“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

期间，学员要通过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

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增强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两学一做”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真正还要看学与做

之间的思考和领悟，最终要体现在唤醒党

章和党纪意识、增强党性修养、改进党风

与作风，体现在监管权力正确行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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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A股公司“体检” :

旅游业好春光 周期行业苦挣扎

二季度A股或迎难得投资机遇期

随着基金一季报陆续披露，部分绩优基金的二季度投资策略、资产布局也陆续浮出水面。多位绩优基金经理认为，随着宏观经济企稳、市场反弹

力量积蓄和美元加息冲击的趋缓，二季度

A

股或迎来难得的投资机遇期，真实的成长股、强周期股更受基金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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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信托：

绝不再做银行的附庸

3月份A股市场新增515名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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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党校 2016年春季干部进修班开班式在京举行。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刘士余出席并作重要讲话，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党

校校长姜洋主持了开班式，中央纪委驻证监会纪检组组长、党委委员王会民，党委委员、主席助理赵争平，会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本期进修班全体学员参加了

开班式。（程丹）

证监会党校2016年春季干部进修班开班式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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