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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族”重返职场期待更多打开方式
【现象】老年人三种情形希望再就业 【问题】劳动关系等多重掣肘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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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看到， 街头志愿者、社
区服务中， 退休人员的身影十分常见。
更多老人退休后没有再就业的想法，但
并未因此而闲下来。他们积极参加志愿
服务和公益活动， 有着天然的优势，如
耐心、热情、擅长调解矛盾、具备专业知
识等。

今年58岁的夏沅红退休后没有选
择做“闲散老人”，担任长沙状元坡富绿
山庄网格支部书记， 配合社区工作安
排，做志愿者，宣传普法知识，慰问老党
员……“老年人不是只会给家庭和社会
增加负担，到了这个年纪，也可以身体
力行发挥余热。 为大家和社会作贡献，
我们也感到非常有意义。”夏沅红说。

一些地方为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
活动和志愿服务，实行积分换取奖励的
政策。例如：越来越被大家接受的“时间
银行”，实际上就是一种互助养老模式，
志愿者通过参与公益服务来储蓄时间，
当自己遭遇困难或需要帮助时，再从银
行支取时间以获得服务。

“除了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老年人
实现‘老有所为’还有很多打开方式。”
采访中很多老人表示，有机会会选择开
启自己的“第二人生”，但一定是基于自
己的梦想、爱好等。

夏沅红对此表示认同，“作为过来
人，我们可以做好传帮带，为积极向上
的年轻人提供指导。但担子终归是要交
到他们手上的，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就业
机会。”

在长沙市天心区新姚北路某小区内， 记者见到正
在清扫小区垃圾的陈女士。 多年前从农村跟随儿子来
到长沙，帮着带小孩，她慢慢习惯了在长沙生活。现在
孩子读幼儿园了， 闲下来的陈女士得知小区有扫地的
工作，主动揽了下来。已经60岁的陈女士最近还在打听
新工作，“之前看到有招接送小孩的兼职， 不知道我这
个年龄别人看不看得上。”

中国老年人才网8月24日正式上线。8月26日，中国老
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短短两天
已有5000余中老年求职者响应、100余家招聘企业注册。

记者登录网站发现， 老年人求职者年龄多在60岁
左右，也有少数人在70岁以上。大多具备高中、大专及
以上学历，有的还具备主管会计、中学高级教师、大学
教授、高管培训等工作经历，他们目标明确，根据自身
经验确定意向岗位。

一名在中国老年人才网发布招聘信息的企业负责
人表示，老年求职者退休前在岗位积累了丰富经验，在
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有较高的技术专长或学术造诣，把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可以将学识与经验
转化成精神和物质财富。另外，针对目前服务业、工厂
等招工难，年轻人留不住的问题，可以为低龄老人提供
机会，做一些简单易操作的工作。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丽宾总
结了老年人再就业的三种情形：一是拥有一技之长，不
愿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选择“退而不休”；二是虽然步
入老年，但仍有经济方面的需要，通过就业增加一份收
入；三是没有生活负担，仍有能量可以发挥，寻求个人
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记者登录中国老年人才网发现，“招聘”版块目前发
布的有图书出版策划总监、餐饮帮厨、养老顾问等57条
招聘信息。记者联系上该网站湖南首家注册企业龟鹤堂
健康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我们平台本身就是为老年人服务的， 我认为60岁
左右的老年人，普遍身体比较好，且具备良好的服务意
识和工作心态以及相仿的年龄，更能服务好比他们年长
或者因身体不便不能照顾好自己的老年人。” 龟鹤堂湖
南分公司外宣部负责人胡必文介绍，得知中国老年人才
网上线，公司第一时间注册。

8月底，麦当劳招聘退休人员引发关注，记者走访了
一家麦当劳门店，店长表示愿意招收身体健康的退休人
员，但须有退休证明，工资以12.5元/小时计算，工作时
间段内可自己安排，具体工作包括收拾桌子、打扫店面
和后厨卫生、维持秩序等。

退休人员现实就业情况如何？记者采访了目前在养
老院从事护理工作的退休人员周琴，退休前一直从事幼
师工作，出于帮家庭减轻负担的想法，退休后她选择再
就业。“为退休人员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有的工作虽然
没有年龄限制，但劳动强度太大，中老年人并不适合。中
老年求职者目前想找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周琴表
示。

“相较来说，招收退休人员风险更大一些。磕着碰着
自己或别人，解决起来都很麻烦。”某快餐店店长向阳坦
言， 目前很多企业对退休人员再就业仍持观望态度。再
就业的老年人与用人单位通常被界定为劳务关系，在获
得报酬、工伤赔偿、责任事故等方面的权责不够清晰，也
增加了老年求职者和用工单位双方的风险。

好消息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诚邀
有业务资源或有资深业务
经验者成为业务代办点，享
受优惠代办政策，有意向者
请致电 13875869988。

遗失声明
湖南熙恩建设有限公司遗失 20
20 年 5 月 15 日长沙市雨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30111M4ARBCEG1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熙恩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公
司公章（备案编号：4301110239
410）及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企业党建思想政治工作
研究所经理事会决议注销，为保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单位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
报债权。 联系人：鲁秀红，
电话：15173116328。

微信办理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办分类广告老字号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有关规定，现将湖南省桂
东至新田（宁远）高速公路桂阳
至新田段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
信息进行公示。 一、“湖南省桂
东至新田（宁远）高速公路桂阳
至新田段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
公众参与信息公告” 已在湖南
高速网站公示，环评报告公示版
及调查表详见 http://www.hng
s.net。 二、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
围： 拟建工程沿线村庄村民、相
关部门代表。 三、 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
传真、电子邮件， 在规定时间内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 四、 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公示规定时间内。

湖南省桂东至新田（宁远）高
速公路桂阳至新田段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

注销公告
茶陵县舟宁大米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谭舟宁，电话:13762349698

遗失声明
汝城县七彩阳光花卉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31026MA4
LLMP31L，遗失公章和私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湖
南分公司 122010056422、1218
51045124单证作废。 不慎遗失
121851067527-30 号段空白银
保通粘贴式底纹纸 4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锦澄家居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真格瑞环保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省雁南监狱许贤遗失警官
证，警号为 43151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遗失合同：yry0006804、
yry0007637、yry000763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遗失合同：GN0046504、
DX0001728、GN0011174、
JW0012367、GN0030881、
JW0024422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和立东升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4300164350，
发票号码：00203376，金额：
88328 元，声明作废。

侯宇宙（身份证号：14272319900
9143814）遗失准予迁入证明（第
三联）， 编号： 湘准字 23183256
号（网上核验电子准迁证号：湘
准字 30663440号），声明作废。

陈妍妍(父亲：陈勇，母亲：陈小
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I430192465)，声明作废。

限期返岗公告
甘斌同志：你长期未在岗，未履
行工作义务。 现通知你在一周内
（9月 30 日前） 与所在单位取得
联系，履行工作职责。 否则，我局
将依照《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暂行
规定》， 作出开除你公职的处分
决定。 联系电话：0736-4312504。

安乡县交通运输局
2022 年 9月 23 日

遗失声明
湖南融媒快讯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于 2020年 12月 2 日办理的
公司登记注册，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104MA4RNH
CK30。 因保管不善,本公司法
人私章（段大军）、行政公章、财
务公章共 3枚遗失。 现声明作废。

谭宇舸遗失备案名步步高星城
商业中心，推广名长房星城天
地项目住宅 2 栋 506 号房购房
发票两张，发票号码：06039433，
金额：100000 元。 发票号码：06
039434，金额：399515 元，声明作废。

“退休员工女50岁以上、 男60岁以
上，弹性工作制。每周上4天—5天班，每
天4小时—8小时，工资为每月1800元—
3500元。”日前，麦当劳在中国老年人才
网发布招聘信息及具体要求，“银发族”
再就业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60
岁及以上人口逾2.67亿，占全国人口总数
的18.9%， 其中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
人口占半数以上。一方面是中国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的现状，另一方面是部分退休
老年人就业需求，如何推动老年人力资源
开发？“老有所为” 有何打开方式？9月22
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周纯

【现象】
三种情形，部分“银发族”希望再就业

【问题】
用工存风险？老年人就业环境期待再完善

夏沅红与专职雷锋志愿者、党员志愿者在长沙市天心
区富绿山庄小区巡视。 受访者 供图

夏沅红和志愿者一起清理小区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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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应有更多打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