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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这么
多年下来，依旧是人们关注与热议的焦点。如
何破解“就业难”也被各级政府视为重中之重
的民生大事。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出台了一揽子促进
就业的政策，比如创业大学生扶持政策、就业
困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等，从全方位促进各类
群体的就业再就业。与此同时，区委、区政府
也在想方设法创新就业载体，比如与区外高校
联盟建立人才交流合作基地、设立公益性服务

岗位等。尽管如此，每年的就业形势依然严
峻，“就业难”问题仍然困扰着政府和群众。不
得不承认，在破解“就业难”问题中，政府扮演
的角色只能是搭平台、拓渠道，做好“服务者”，
可以利用“有形之手”为求职者提供良好就业
环境，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的路还
得求职者自己去走。

也就是说，破解“就业难”，单靠政府的力
量是不够的，求职者本身也要适应时代、社会
和市场的发展，要顺势学会自我调整。在面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求职者应该思考的是如何
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来适应市场需求；如何转
变自己的就业观念，合理设定自己的就业预期
等……正如一位求职者所言，在解决就业问题
中，“关键还是要求职者自己要更主动些。”

当然，“就业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政府、企业、高校、个人都可能是影响就业的重
要因素。正因为如此，破解“就业难”，只有依
靠多方合力才能最终取得成效。

问：今年将如何以治堵为抓手,继续实施公
交优先战略？

区交通运输局：今年区交通运输局将坚持
稳中求进，以提高交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以机场路、九堡大桥南接线等工程为重点，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全社会交通投资
43.8亿。围绕交通治堵等目标任务，推进公交
车、自行车、场站等建设，更新150辆公交车和
1000辆自行车，新增100辆出租车，建设飞虹
路首末站等6个站场。

问：历年来，我区实施了多种解决交通“两

难”的措施，今年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
区住建局：交通问题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

累的过程，影响因素错综复杂，相互制约，仅仅
依靠改进管理手段治理交通“两难”，无法取得
标本兼治的效果，必须重视规划引领作用，一
方面从宏观规划的角度，统筹城乡建设、产业
布局、国土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等规划，优化
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
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不断提高产城融合
程度，渐进式减少早晚高峰流量。另一方面从
具体规划的角度，一是要完善路网和停车场建

设规划；二是要结合地铁、高架等交通设施，构
建立体平行干道，同时结合城市用地、交通组
织需求，配建一定的支线，形成通达性强的路
网；三是要探索延缓机动车增长幅度办法；四
是要加快编制实施城区静态交通设施专项规
划，着力提高新建、配建停车泊位数量；五是完
善公共交通体系规划，适度完善小运量便捷公
交，使公交服务覆盖至门前街巷；在地铁沿线
车站建设地下通道、停车场、集散广场等地铁
站配套交通设施，充分发挥快速轨道交通安
全、快捷、准时、大运量的作用。

就业是重大民生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2014年初，区政府继续把“促进社会就业”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落
实就业政策、营造公平环境、提供帮扶援助、拓宽就业渠道，千方百计解决百姓的就业难题。

促进社会就业
实事一：区人力社

保局负责实施“新增城
镇就业人员1.5万人，引
导和帮扶 1.25 万名大学
生和城镇失业人员实现
就业再就业，实现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1.5 万
人”项目。目前，我区已
超额完成就业任务，全
年 新 增 城 镇 就 业 人 员
24063 人，引导和帮
扶大学生和城镇失
业人员实现就业
再就业15316人,
实现农村劳动力
转 移 就
业 18927
人。

优先保障大学生就业

小陆是萧山人，目前是宁波一所高校的
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今年6月份毕业。考
虑到在外地就业生活成本比较高，她一直希
望能在家乡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因为比较钟爱自己的专业，小陆很想找
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但是我这个专业的岗
位，很多企业可能觉得男性比女性更合适，之
前投出去的简历有80%都是这个性别原因被
拒了。”小陆无奈地说，其实在自己这短短的
求职生涯中还真遭遇了不少打击，除了性别
上的区别对待之外，有的单位干脆按照学校
好坏来定价，一本、二本和三本院校都有各自
不同价位，还会按照专业的不同来定价；也有
的单位明确拒绝招聘应届生；还有的单位对
求职者有着明确的户籍限制……

记者了解到，大学生就业难其实已经
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
定，一直备受社会瞩目。也正因为如此，区
委、区政府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尤其是
把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作为优先考虑的民
生大事，不断优化就业政策、搭建就业平
台、拓展就业渠道，千方百计解决高校毕业
生就业难题。

引导与帮扶并举

在2014年的最后一场招聘会上，虽然前
来招聘的用人单位不是很多，但是今年即将毕
业的小陆仍然早早地赶到了招聘会现场。

早上9点30分左右，小陆就带着自己的简
历直奔一家招聘企业的展位前。原来，早几天
前，萧山人才市场就已经在网上公布了招聘信
息，小陆是先在网上看好了单位。不过，即便
是有备而来，小陆的求职似乎也不怎么顺利。
随后，小陆重新整理了几份简历又开始转向了
其他的招聘单位，但结果并不理想。“这次是综
合性招聘会，跟我专业对口的岗位很少，听说
以后还有专场招聘会可能机会多一些。”小陆
坦言，为了缓解就业难题，政府不仅举办了各
类现场招聘会，网上招聘信息也很丰富，前不
久还组织了萧山企业去宁波高校专场招聘，都
给高校毕业生提供了不少就业平台。

2014年，面对依然严峻的就业形势，萧山坚
持引导和帮扶相结合，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
业。一方面通过24场现场招聘会和不定期的网
络招聘会、就业服务月活动、人才交流合作基地
等为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另一方面通过萧山手
机报“岗位招聘”、农村华数数字电视“劳务信
息”、萧山广播电视台“春季招聘直通车”等求职

招聘途径，加强就业信息的共享，有效拓展了就业
渠道。同时，我区还通过建立毕业生见习训练基
地、未就业毕业生实名制帮扶、大学生创业资助等
制度，成功帮扶一批毕业生顺利就业。

建立全民共享的就业服务体系

当然，对于一个城市来说，高校毕业生仅仅
是一个城市庞大就业群体的一部分。2014年，
我区着力建立一个健全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旨在推动包括大学生、城镇
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三大重点人群在内的城
乡各类群体实现就业再就业。

区人力社保局以创建充分就业为依托，推
动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开展送岗位进村入社
区活动，加强就业失业动态监测预警和信息发
布工作，并通过企业网上直报形式采集失业动
态监测数据、企业用工情况和块状经济企业用
工情况。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援助工作，及时开发农村公益性服务岗位，帮
助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与此同时，区农办扎实推进农民素质培训
工程，围绕促进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农民技能水
平为重点，完善管理机制、突出培训重点，逐步
完善农民学校各项运行制度，不断提升农民整
体素质和技能水平，切实提高农民就业水平。

交通难是个世界性难题，主要是指出行难和停车难。为解决我区的交通“两难”问题，每年的实事工程中都有解决交通“两
难”的项目，包括投资建设新路（开通地铁）、投放更多公交车和公共自行车、调整优化线路、开辟公交专用道、建设更多的停车
位、广泛宣传安全交通理念……

缓解城区交通拥堵

实事一：区交投集团负责实
施的城区第五期公共自行车服务
网点建设任务已经完成。新增网
点 50 个、投放公共自行车 2000
辆。

实事二：区交通运输局负责
实施的机场路、九堡大桥南接线、
建设四路东伸、浦阳江大桥及接
线、临浦快速通道等工程，到 11
月底已提前完成区政府考核目
标。临浦快速通道、塘新线东伸、
03省道东复线涉铁段通车；浦阳
江大桥及接线年底前通车。

实事三：区住建局负责实施
的市心路全线整治一期截至目前
基本完成，只有南秀路至晨晖路
段因涉及蜀山街道戚家池拆迁，
计划 2015 年实施。南秀路东伸
工程已于2014年8月完成综合验
收移交。通惠路拓宽整治一期工
程今年重点实施北塘河至文化路
段，到 12 月底，文化路至站前路
段已基本完工；站前路至北塘河
段的高架主体已通车；地方段已
完成主车道铺设，正在进
行人行道、慢车道施
工；铁路段下穿基坑顶
进工作坑圈基本完工；
大浦河桥重建完成承
台施工，计划 2015 年 1
月底完工。

实事四：区交通运
输局去年还优化调整
线路 21 条（新辟 2 条，
调整 19 条），延长服务
时间8条。

实事五：区城管局负责实施
的停车位建设，完成新建车位
2042个，配建车位6441个。

公交专用道获赞

昨日7点半，记者特意趁着早高峰，从体育
馆往北开车至金城路，共用时16分钟。随后，
记者乘坐K705路公交，到体育馆下车，总共用
时20分钟。最为明显的是，公交车在公交专
用道上跑得快，节省了很多时间，很多市民纷
纷对此点赞。

在市心路整治过程中，实施了公交线路完
善、公共自行车布点等工作，目前市心路沿线
共有公交线路53条，公共自行车点位15个，停
车场41个，车位9559个。

多条新建道路通车

2012年开始的通惠路拓宽工程，彻底解
决了铁路平交道口对于交通的严重干扰问题，
进一步改善了城区南北向交通。据介绍，通惠
路拓宽整治一期项目南起南环路，北至北塘
河，2012年已完成南环路至文化路段。2014
年重点实施了北塘河至文化路段，至12月底，
文化路至站前路段已基本完工。站前路至北

塘河段的高架主体已通车。
而西起03省道东复线，东接新螺路的南

秀路东伸工程，去年8月完成了综合验收并移
交使用，加强了南部各镇与东部镇街的联系。

2014年8月27日，临浦快速通道开通，城
区到临浦、浦阳、进化等地，可以借助风情大道
和临浦快速通道主线和支线，从城区的西面和
北面快速到达。

据了解，自2012年以来，我区累计投入
33.34亿元建成了临浦快速通道等一批兼有城
市道路功能的一级公路，总长达到36.4公里；
完成彩虹大道东段、南环路东伸等12条新建
道路，新增道路总长15.5公里；完成市心路、通
惠路、萧然西路等三条道路的整体改造，共计
12.37公里。

大力解决“停车难”

解决停车难，与解决行路难同样重要。去
年共完成新建车位2042个，配建车位6441个。

去年是我区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的第6个
年头，区城管局充分利用学校地下空间资源建

设公共停车场，推进实施了回澜小学、金山小
学、金惠初中（在建）等学校操场地下停车场建
设。

去年，区交通运输局优化调整线路21条
（新辟2条，调整19条），延长服务时间8条；投
入使用城南公交停车场；新塘公交枢纽站、铁
路南站公交站进入总评方案及工可编制；启动
金山二期、广仁小区、萧五中、朝阳、瓜沥等公
交首末站建设前期准备；新建或维修的54个
公交停靠站加快施工，提升了公交保障能力。

去年，我区共拆除道路沿线违法建筑31
处、破旧建筑232处，清理公路沿线两侧可视
野范围内各类广告牌991块，拆除高速公路沿
线“高炮”广告牌17座，取缔沿线无证废品收
购站（点）55家。补种公路用地内绿化8.4万余
平方米，新增公路用地外绿化53.7万余平方
米。

另外，完成了公路大中修27项，86.872公
里；桥梁大修7座，1座已完工；村道大中修52
项，59.626公里，完成7项。桥梁定期检测完
成168座。

就业难、交通拥堵一直是百姓关注的焦点，如何解决这两大问题，考验着执政者的耐心和智慧。本期“2014十项实事年终

阅”系列报道聚焦“促进社会就业”和“缓解城区交通拥堵”两项实事。从优先保障大学生就业，到建设公交专用道提升出行效

率，区政府把为民办事落到了实处，让百姓切实感受到了好处。

短 评

十项实事年终阅2014

你问我答

实事二：区农办负
责完成农民培训 3 万人
次。截至去年年底，我
区共完成农民素质培训
达 30923 人，农村“双证
制”教育培训5470余人。

搭平台优服务 “三类群体”就业显成效

破解就业难需多方合力

突出公交优先 增加投资建新路

今年更新150辆公交车 注重规划引领根治交通“两难”

■本版撰稿 记者 陈赛男 金建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