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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
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随着制造业
不断向先进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升级，一
批技术含量高的新职业随之产生。与此
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消
费市场的产生，大量新职业应运而生。

据悉，此前2019年至 2021年间，人
社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 4批共 56 个
新职业。“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包
括今年公示的18个新职业在内，人社部
发布的这些新职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类：

——数字和高新技术领域，如大数
据工程技术人员、无人机驾驶员、物联网
安装调试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

作为农业数字技术研发和推广人
员，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
长彭秀媛期待更多人成为农业数字化技
术员。“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是连接农业科
研和实际农业生产的重要纽带。”彭秀媛
说，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是未来的趋
势，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将在农业生产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服务业领域，如民宿管家、
调饮师、研学旅行指导师等。

职业目录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宿行业蓬勃发展，民
宿管家群体也逐渐壮大。40岁的陈利
萍是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莫梵4号楼
的民宿管家，每月工资5000元，年终还

有奖金。据了解，德清县登记在册的民
宿有近 900 家，民宿管家有 4000 人左
右。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夏
学民认为，民宿管家成为受认可的新职
业，能够帮助更多中青年返乡创业，为乡
村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能源与环保领域，如碳排放管
理员、碳汇计量评估师、综合能源服务
员、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等。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要求
下，一批“绿色职业”诞生了。在山东省
循环经济协会碳交易专委会主任郑静看
来，碳排放管理员这个职业前景很好，未
来几十年碳达峰碳中和都会是一项重点
工作。“很多人看到这个职业的前景，想

要跻身其中。”
除此之外，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

使很多传统职业有了新的呈现方式，拓
宽了毕业生的就业路径。英语专业出身
的张宁大学毕业后做起了英语在线辅
导，通过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学习
规划和指导。2020 年他的职业也有了

“官方认证”——在线学习服务师。
齐鲁人才研究院发布的《2022届山

东就业市场校园招聘报告》显示，新业态
下涌现出的新职业成为不少毕业生的新
选择。齐鲁人才研究院副院长李召华表
示，新职业和新兴岗位是社会不断向前
发展的产物，多元化的就业通道给大学
生带来了更广泛的选择和更多的机会。

民宿管家、研学旅行指导师……

越来越多的新职业有了权威“身份证”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从事研学旅行指导工作的何意最近很高兴，因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期向社会公示的 18 个新职业中，
研学旅行指导师在列。她感觉自己新潮的职业身份得到权威认可。

近期，人社部向社会公示民宿管家、家庭教育指导师、研学旅行指导师等 18 个新职业。经公示征求意见、
修改完善后，这些新职业将被纳入新版职业分类大典。

“新鲜出炉”的新职业反映了哪些趋势？对大学生就业将带来哪些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 12 日发布的《2021 年我
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20 年的
77.93 岁提高到 2021 年的 78.2 岁，孕产
妇死亡率从 16.9/10 万下降到 16.1/10

万，婴儿死亡率从5.4‰下降到5.0‰。
人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

儿死亡率是国际间衡量一个国家居民
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国家卫生健康
委妇幼健康司司长宋莉说，2021 年我
国孕产妇、婴儿、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统计公报显示，在卫生总费用方

面，2021 年全国卫生总 费用占 GDP
的比例为 6.5%；在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方面，截至 2021 年末，全国医疗卫生
机 构 总 数 103.0935 万 个 ，其 中 医 院

3.657 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7.779
万个。

统计公报也对我国疾病控制和公
共卫生情况进行了梳理，2021 年全国
甲、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272.7万例，
报告死亡2.2万人。

我国去年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

新华社北京 7月 12日电（记者 安
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12 日发布《“十四
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方案明确，
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
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根据方案，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确保外地
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一
视同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至 500万的 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
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的超大特

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
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
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
限制。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
率明显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明显缩小。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显著提升，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覆盖全部未落户常住人口。

根据方案，到 2025年，“两横三纵”

城镇化战略格局全面形成，城市群承载
人口和经济的能力明显增强，重点都市
圈建设取得明显进展，轨道上的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建成。
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有
序疏解，大中城市功能品质进一步提
升，小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

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过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负责人表示，

必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以
县域为基本单元、以国家城乡融合发
展试验区为突破口，促进城乡要素自
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逐步缩
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
距。

截至 2021 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达 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提高到 46.7%，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
2.5，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

“十四五”

我国将放开放宽
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防溺水工作关键是防
患于未然。”肖政辉说。

高玉瑞等业内人士建
议，各地应明确属地管理责
任，重点加强农村地区无人
看管的平塘、水库、矿坑等排
查巡控，完善重点时段、重点
水域专人值守制度，一旦有
人落水可以立即营救，切实
做到“有人巡、有人管、有人
防、有人救”。

此外，还应加大预防溺
水宣传力度，尤其是对学生、
家长的安全教育要更加重
视。

“当前防溺水安全教育
注重‘量’的同时，应更注重

‘质’。以更加生动形象直
观的形式，让孩子们喜闻乐
见、入脑入心，将安全意识
根植于学生的大脑中。”湖
南省怀化市教育局一位负
责人说，宣传教育还需进村
入户，全方位弥补教育宣传
短板。

海南省教育厅有关负责
人建议，应加大对中小学生
游泳教育的普及和培训，逐
步推进高年级学生掌握自救

和科学救人的技能。
“各地还应完善预防溺

水应急预案，加强救援队伍、
设施建设。”湖南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院副教授刘声涛说，
应在溺水高发、隐患集中地
区开展应急演练，建立应急
救援队、设置救援设施，不断
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对学生的安全管理没
有假期，永不放假。”近日，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召
开学生防溺水安全紧急会议
提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州县乡村组“五级书记”
抓防溺水工作，切实扛起校
园安全的兜底责任。对水域
包保值守全覆盖，明确产权
水域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实施一批微防护工程，做到
对所有水域全覆盖有人值
守。对家长包保培训全覆
盖，对所有学生、幼儿家长进
行全覆盖警示教育培训，签
订防溺水责任书。按照印发
的防溺水硬措施，如再出现
溺水事件，将从严从重从快
顶格问责处理。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儿童溺亡悲剧频发
需共筑防溺水安全网

新华社记者 王凯 谢樱 赵叶苹

夏季到来，全国多地发生多起溺水事件，少年
儿童不幸溺亡时有发生。近年来，教育部门每年都
会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发布预警通告，部署指导预
防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

此类事件为何“屡防屡现”？如何彻底堵住溺
水安全漏洞？对此，新华社记者进行了采访。

7月 4日，江苏省泰州市
几名少年在江边戏水，造成
2人溺水身亡；同一日，江西
省抚州市一名 15 岁少年私
自下河游泳，不幸溺水身亡；
6 月 26 日，海南省临高县临
城镇文澜江和北部湾交汇海
域发生一起溺水事故，共造
成4名未成年人死亡……

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
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
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溺
水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因溺水
死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
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急诊
医学教研室主任李湘民介
绍，人溺水后大量的水和异
物进入呼吸道，会导致呼吸
道严重堵塞出现窒息，还会
刺激喉部引起痉挛导致呼吸
抑制甚至心脏停搏，这两种
情况都会致人死亡。

据青岛红十字搜救队队
委会成员高玉瑞介绍，搜救
队每年都会实施多起溺水救
援，其中溺亡事故不在少数。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
又喜欢玩水，增加了溺水事
故的概率。”高玉瑞说，从业
9年来他已参与数十起落水
救援事故。今年以来参与水
域救援 10 起，其中 1 起溺
亡。在这些事故中，12至 17
岁的少年出事故较多，这些
落水的中学生，绝大部分是
自己或者结伴下水游玩，没
有家长陪护。

“池塘、水库看似平静，
有些地方水看起来很浅，实
则危机四伏。水底不起眼的
淤泥、水草可能就是儿童溺
水的罪魁祸首。”高玉瑞说，
在他参与的溺水救援中，以
野外河道和池塘居多，其中
池塘溺水占到溺水总数的一
半以上。

夏季儿童溺水悲剧频发1

业内人士说，儿童溺水
悲剧之所以“屡防屡现”，避
险意识淡薄、防溺水教育和
监管缺位，成为引发悲剧的
主要原因。

“宣传教育、避险意识不
入脑，这是防溺水工作的一
大难点。”海南省教育厅学校
安全工作处副处长王卫红
说，溺水多发于农村地区，学
校虽进行了安全教育，学生
仍没有引起重视。家长的安
全避险意识也很淡薄。

“年轻家长因为玩手机
等忽视了看管，孩子一旦发
生溺水，几分钟人就没了。”
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肖政辉
说。

多位中小学教师表示，

每年暑假前学校都会下发一
封防溺水须知的家长信，并
要求家长签名提交回执单，

“有的家长签了回执单但忽
视了提醒，老师反复督促甚
至造成一些家长反感。”

一位农村小学校长说，
学校每年在暑假前都会用广
播重复“喊话”，班主任也会
在班级多次强调，但学生到
底听没听进去“不好说”，效
果并不算理想。

此外，王卫红等认为，一
些具有中高风险隐患的水库、
水塘、水井、鱼塘等缺乏有效
监管。有的地方对隐患排查
整治不深入，人防、物防、技防
投入力度不大，“蜻蜓点水”式
地走形式、走过场。

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儿童溺水缘何屡现2

6 月 26 日，杭州的小朋友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练习落水
后的应急自救方法。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重庆持续高温
市民花式避暑

7 月 11 日，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的石头
房子艺术空间内，老板陈焕文（右一）在和客人交
流自己制作的手工咖啡。

连日来，重庆大部分地区遭遇连晴高温天气。
面对“炙烤”模式，许多市民纷纷寻找身边的避暑

“胜地”，开启花式避暑，享受夏日清凉。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民生直通车

3郑静表示，一些新职业公布后，业
界期待有明确的从业标准。例如，碳排
放管理员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没有全
国统一的资格认证，行业内相关证书五
花八门，有行业协会颁发的，有培训机
构颁发的。随着从业者的增多，需要对
这一职业进行规范，明确其从业的要
求、条件等。

作为一线从业人员，苏悦表示，从
事调饮师这类职业的，很多是个人创业

者，缺乏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组织培
训，从业者的技能和服务水平参差不
齐。

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是今年新公
布的新职业，奇安信行业安全研究中心
主任裴智勇介绍说，数据安全人才的短
期缺口在5万至10万人之间，目前已经
有高校开设了部分数据安全相关的课
程，但体系化的数据安全课程还很缺乏，
所学内容与应用实践仍然有较大差距。

郑静等人建议，针对新职业，主管
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可发挥带头作用，
建立规范的从业准入标准，提供多样的
技能培训，既规范行业的发展，也帮助
新职业从业者在个人成长方面获得更
多的支持。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定新职
业标准，并指导培训机构依据国家职业
标准开展培训。同时，积极稳妥推行社

会化评价，对评价认定合格的人员，由
评价机构按照有关规定颁发证书。

在人才培养方面，裴智勇认为，人
才需求和人才培养都是根据市场实际
情况不断变化的，因此，相关行业、相关
单位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从业者的
培训，让新职业从业者能够更好地服务
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记者胡林果、武
江民、邵鲁文、唐弢）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一些新职业从业者说，看到自己从
事的工作被列入国家正式的职业目录，
感觉自己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对工作更
有信心了。

每天到店后准备好量杯、奶泡壶等
工具，冲泡、打泡、拉花，根据顾客需求
调节糖分配比、果汁与茶的配料占比
……济南的调饮师苏悦说，调饮师成为
2021年国家公布的新职业后，她感觉对

自己职业更有认同感，生活更有奔头了。
李召华表示，新职业被认可，有助

于提高该领域的职业化水平，有利于职
业体系的规范化发展，意味着未来相关
领域的人才队伍培养、职业体系建设等
方面或将驶入“快车道”。

在德清县经营民宿的阎兴頔说，过
去招民宿管家，常常忽略了岗位匹配性
和专业性，民宿管家的工作界限也比较

模糊，往往需要对各种杂活“全包办”。
民宿管家成为新职业后，一些职业院校
可以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民宿招人
就会有明确的对象。

德清县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
长费佳敏表示，民宿管家成为受国家认
可的新职业，会推动更多的高校、职业
院校大力建设相关学科专业。浙江旅
游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民宿

管理，学校开设了多门核心课程和拓展
课程，希望能够通过培训全方位提升民
宿管家的业务水平。

针对当前庞大的新职业市场，各地
也在筹备新职业相关的技能培训。“十
四五”时期辽宁省将面向各类城乡劳动
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150 万人
次左右，广泛开展新职业、新业态从业
人员技能培训。

新产业、新业态催生新职业

新职业有了“身份证”，从业者“更有信心了”

新职业需要加强标准制定与专业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