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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日电
记者 杰文津 马晓澄 陈灏

五一节，劳动者的节日。与此
同时，一种“机器人劳动者”正日
益引发社会关注。

工信部官网显示：浙江率先推
进“机器换人”，计划自 2013年起
5年间，每年实施5000个“机器换
人”项目，实现 5000 亿元“机器
换人”投资。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
凌云称该项目至 2015 年已累计减
少普通劳动工人近 200万人；安徽
正抓紧推进“‘机器换人’十百千
工程”；广东、山东等地则在自身
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大力推动

“机器换人”，已有不少人工岗位被
机器人劳动力替代。

促转型、用工荒等因
素助推“机器换人”遍地开
花

业内专家称，当前我国机器人
制造技术日趋成熟，促进经济结构
转型的改革需要、用工成本高以及
用工难等因素，共同推动各界对机
器人劳动力的期待。

在深圳雷柏科技的生产车间，
生产线的主角不是一排排工人，而
是一列列灵活翻转的机械手臂。通
过研发智能自动化体系，雷柏科技
直接生产员工数量从十多年前高峰
期的 32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 800
多人，每年节约大量费用支出。

据悉，从 2005 年开始，雷柏
遭遇“用工荒”，人力成本上涨。
2011 年，雷柏一口气购买了 75 台

工业机器人，人力成本骤降。“以键
盘组装为例。现在一条生产线上，5
名工人通过管理机器人就可以完成
之前 100人的工作量。”雷柏机器人
运营管理部经理刘慈平说。

根据广东东莞市经信局的数
据，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0 月，东
莞“机器换人”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共
1485个，预计可减少8.7万名工人。

在山东，兖州煤业下属的兖州
东方机电有限公司炉具生产车间，
记者看到，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小机
器人背着材料穿越车间，准确奔向
焊接工位。它们停靠后，搬运机器
人自动抓取材料，交给下一个流程
的焊接机器人。

兖州东方机电公司技术质量中
心主任谭光韧告诉记者，目前，公
司在炉具生产的关键环节使用了 3
台 ADV 智能移动机器人、一台库
卡搬运机器人和 5 台焊接机器人。
这些机器人可以自动对接上一个工
序的完成品、下一个工序空位，能
替代大约50人的劳动。

谭光韧说，公司计划下一步在
年产 10 万台炉具生产线上实现全
自动化，上下料、组对、焊接、喷涂等
工作全部交给机器人完成，“操作的
人工将从400人减到100人左右。”

机器人大大降低了企业人工成
本。总部位于浙江绍兴的三力士公
司，在投入建设“无人车间”后，
仅 人 工 成 本 就 节 省 了 1000 多 万
元，占当年公司净利润的7%左右。

现存哪些工作“饭碗”
更可能被机器人“抢”？

记者了解到，当前“机器换

人”所涉范围，已不局限于工业制
造业，一些服务领域的人工岗位也
开始被机器人劳动者悄然替代。

小 i 机器人创始人、董事长袁
辉告诉记者，2015 年，中国建设
银行把客服机器人用于呼叫中心，
当年就取代了大量员工。“还有很
多银行、运营商、电商甚至地方政
府开始运用机器人。”袁辉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慧制造研
究院院长王田苗认为，机器人技术
将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服务领
域，以及智能汽车、无人机等方
面。

山东临沂申通业务总监吴礼华
介绍，为提高效率及避免暴力分
拣，目前，临沂申通配备了 320台
智能分拣机器人，每小时可以处理
1.8 万个 5 公斤以内的包裹，准确
率基本达到 100％。同等工作量所
需人工由150人降为30人，削减岗
位80%之多。

江苏常州火凤凰永动型消防灭
火机器人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火
凤凰”的耐高温消防机器人。公司
总经理任曲波介绍，这款机器人除
了耐高温，还可以进行毒气探测，
能代替消防员进入高危火场、爆
炸、有毒环境，执行关闭阀门等任
务，降低事故现场的二次爆炸概
率。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曲
道奎博士说，服务机器人在我国当
前拥有广大的市场与广阔的前景。

“例如，我们正在做智能护理设备
的临床实验，可以进行各种生理参
数的检测。”曲道奎强调，“未来，
机器人可以在消防、救援、守护、
医疗护理等公共服务领域大有可

为。”
山东省经信委装备产业处调研

员王桂强认为，人工智能的兴起，
可能会造成部分低技能劳动者失
业。但也有专家认为，机器人的应
用将创造更多高端就业机会。这可
能包括：工业数据科学家、机器人
协调员、工业工程师、模拟专家、
供应链协调岗位、系统设计、信息
技术、3D 辅助设计、现场服务工
程师、销售与服务人员的需求。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增的就业岗位
专业性极强。

如何面对“机器换人”？
多数专家业者认为，虽然机器

人对人工岗位造成一定影响，但完
全没有必要过度紧张。

供职于广东长盈精密技术有限
公司的王亚敏告诉记者，虽然自己
的工作一度被机器人替换掉了，但
通过 2个月的培训，她已经重新上
岗，从普工晋升成为技术员学员，
甚至还加了薪。公司总经理助理罗
卫强说，尽管大力推进“机器换
人”，但是大部分员工可以在公司
内部得到消化，经过转岗培训后重
新上岗。

“人类发明机器人的目的最早
是代替人，然后发展到服务人，将
来是扩展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丁汉院士说，

“目前，工业机器人大多在一些结
构化的环境当中工作，在线传感能
力比较差。服务机器人目前还只能
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至于特种机
器人，都是需要通过人工遥控操作
完成特定工作。”

长泰机器人 CEO 杨漾和天津
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王树新都认
为，未来机器人可能从操作、视觉
和语音方面模仿人类，替代人工，
但一定只是更多地服务人类。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蔡秀玲
教授认为，未来几年，我国服务业
将新增大量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大
多经短期培训即能胜任，可以有效
缓解“机器换人”造成的短期“失
业”压力。她建议政府和社会统筹
资源，加大在职业培训和“双创”
扶持方面的投入，引导劳动力实现
分流与升级。

浙江等多地推进“机器换人”

“机器人劳动者”将如何影响就业市场？

当前我国机器人制造技术
日趋成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
的改革需要、用工成本高以及
用工难等因素，共同推动各界
对机器人劳动力的期待。当前

“机器换人”所涉范围，已不
局限于工业制造业，一些服务
领域的人工岗位也开始被机器
人劳动者悄然替代。多数专家
业者认为，虽然机器人对人工
岗位造成一定影响，但完全没
有必要过度紧张。未来机器人
可能从操作、视觉和语音方面
模仿人类，替代人工，但一定
只是更多地服务人类。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
（记者王立彬） 为进一步加大增
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力度，
今后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
以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
围内流转使用。

近日，国土资源部印发《关
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
脱贫攻坚的通知》，明确省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
钩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
用。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使用由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国定贫
困县扩展到省定贫困县，这将进
一步释放政策红利，使脱贫攻坚
向纵深推进。

通知说，省级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可以将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在省域范围内流转使用。各地要

加强对增减挂钩项目和节余指标流
转的监管，规范节余指标流转交
易，同时综合考虑区域发展实际，
搭建平台，牵线搭桥，为贫困地区
节余指标流转创造条件；在编制下
达土地利用计划时，应实行增量和
存量用地统筹联动，适当减少节余
指标流入地区新增建设用地安排，
经营性用地尽量要求使用增减挂钩
指标，以提高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收
益，进一步加大对脱贫攻坚工作的
支持力度；各省 （区、市） 在执行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范围内流转
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易地扶
贫搬迁任务等因素，做好增减挂钩
专项规划与《全国“十三五”易地
扶贫搬迁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调整完善方案等的衔接。

国土资源部再次推出
“用地扶贫”新政策

新华社杭州5月1日电（记
者岳德亮）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
管理办法》，明确电子申请、电
子签名、电子证照、电子归档等
在政务活动中的法律效力，促进
企业、个人办事省时间、省成
本。

今后，个人和企业可以以电
子形式提出各类事项的办理申
请，落款的签名也可以以电子签
名来取代。

2014年 6月，浙江政务服务
网开通运行。浙江政务服务网汇
聚了大量政府部门网上服务资
源，推进整合了电子政务基础设
施、数据资源、业务系统。

办 法 指 出 ， 设 区 的 市 、 县
（市、区） 政府按照浙江政务服务
网的规范标准和要求，建立本行政
区域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并延伸至
乡镇 （街道办事处）、行政村 （社
区）。同时，对公共数据获取、归
集、共享、开放、应用等环节的管
理作了规范。

根据办法规定，各级行政机关
在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
请事项时，可以通过公共数据平台
提取，确认证明文件的，不再另行
要求申请人提供内容相同的证明文
件。接受电子方式提出申请的，不
得同时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履行纸质或者其他形式的双重义
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省落实“数据跑腿”
为企业个人办事“减负”

新华社杭州5月1日电（记
者岳德亮） 5 月 1 日起施行的

《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办法》 提
出，房地产经营者在样板房上

“玩猫腻”的，最高可罚款 50万
元。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商品房买卖过程
中，购房者参观的样板房和实际
购买到的商品房有“落差”的情
况并不罕见。这是因为开发商给
购房者展示的样板房，有的可能
是“扩大版”，有的可能是“精
装版”。而且，样板房通常早早
拆除，也为购房者维权取证带来

了困难。
为此，“办法”指出，房地产

经营者预售全装修商品房的，要提
供交付样板房。交付样板房的保留
时间，自全装修商品房交付消费者
之日起不少于 6个月，或者自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 2
年。全装修商品房的展示样板房、
模型、展示板以及广告对于合同订
立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作为房屋装
修质量的交付标准。

违反上述规定的，即未按规定
提供交付样板房或者未按规定时间
保留交付样板房的，由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我省实施最新规定：

开发商样板房“玩猫腻”
最高可罚款50万元

新华社上海5月1日电（记者
陈爱平）“五一”小长假，“周边
游”火爆。旅行公司数据显示，长
三角地区成为国内热门旅游目的
地。业内人士分析，长三角地区居
民正通过自己的“旅途”，助力长
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携程旅行网发布的报告显示，除

了上海，长三角地区的苏州、杭州、无
锡、常州也位列热门目的地前十位。

越来越多跨城市旅游推广活动
在长三角地区展开，惠民活动也从
同城延展到区域。在今年“五一”
前后，上海欢乐谷联合携程旗下去
哪儿网推出了针对上海市民以及周
边城市如苏州、杭州、昆山、宁

波、舟山、绍兴、无锡等地居民的
优惠票价活动。

有趣的是，不少上海市民会前
往苏州购物村购物，苏州市民会前
往上海购物村购物，体验不同的旅
游休闲环境。

据介绍，长三角地区居民对旅
游购物的需求变化显著：从单纯的

“买买买”到注重体验；从单纯的
“看风景”到注重理解。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
院教授何建民评价，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可以作为深化长三角旅游一
体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长
三角城市群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推
动区域发展转型。

火爆“周边游”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这是“蛟龙”号布放入水，准备攀登南海中部的珍贝海山 （4月29

日摄）。
4月 30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沿珍贝海山南坡向山顶行进，系

统地获取了海山上部新鲜的玄武岩样品和生物样品。
这是中国大洋38航次第二航段“蛟龙”号的第4次下潜。4月29日

“蛟龙”号下潜初探南海中部海山链区的珍贝海山，是我国首次沿南海
海山剖面自下而上进行系统观察和取样，获得了科学家们需要的玄武
岩、沉积物、近底海水和生物样品。

（新华社发）

“蛟龙”号二探南海珍贝海山
系统获取岩石和生物样品

5 月 1 日，双胞胎和多胞胎们
在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园合影。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第十三
届中国·墨江北回归线国际双胞胎
节在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举行，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对双胞胎、多胞
胎来此聚会。

（新华社发）

上千对双胞胎
齐聚云南墨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