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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八闽大地再现生机活力，一场关系国计民生的复工复产战役吹响了冲锋号角。
我省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多种举措，推动企业和重大项目开工复产，保证经济运行平稳有序。

全力保障人力资源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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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市人社局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同时，推出
一系列硬核措施，扎实做好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做到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两手抓、两不误”。

为贯彻落实疫情联防联控要求，漳州市人社
局、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漳州分部全面启动线上招聘
会，打造“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的线
上春风行动。截至2月18日，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共举办线上招聘会15场，1207家用人单位通
过线上招聘会提供岗位需求人数 30861人，达成初
步就业意向 3955人次。对于疫情防护用品生产企
业和保障民生的商贸配送企业，在中国海峡人才
网、漳州人事人才网设立用工服务专区，支持该类
企业用工。

漳州市人社部门通过基层劳动保障平台推
荐、以工引工、网络宣传招工等形式，有序引导本
地劳动力就近就业，特别是引导到疫情防护用品
生产企业就业，帮助口罩生产企业漳浦县健德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招到 60名员工、抑菌洗手液生产
企业福建省梦娇兰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招到 38名
员工。

2月 14日，漳州市人社局与云南省劳务协作基
地进行视频对接，详细了解当地劳动力输出需求情
况，制定点对点输送劳动力方案，并将全市待遇较
高、福利待遇较好的优质岗位信息发送至省外劳务
协作基地，支持发布并帮助企业招工。同时收集辖
区云南籍在漳务工还未返漳人员名单，开展点对点

输送返岗人员。
根据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的促进“六

稳”工作十八条措施要求，漳州市人社局支持企
业引工稳工。对各类社会机构、个人为辖区企业
引进劳动力的，按每人 500 元的标准给予用工服
务奖补；对经省、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有关
机构确认，为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引进劳
动力（含用工调剂）的，按每人 2000元标准给予一
次性用工服务奖补。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积极
措施稳定职工队伍、保持连续生产的企业，对坚
持在生产一线工作的职工，给予每人每天 100 元
的生活补助，纳入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范畴，补
助期限为 30 天。对春节期间符合条件的为疫情
防控提供紧缺急需物资保障的生物医药、医疗器
械、卫生防护用品生产企业，与防控疫情保障民
生密切相关的生鲜食品的大型超市、连锁便利店
企业、限上批发零售企业，以及与上述企业开展
密切合作的商贸配送企业，给予一次性稳就业奖
补，单家企业最高奖补 80万元。

漳州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搭建公益性网络供
需平台，在“漳州市人力资源市场”微信公众号开通

“用工调剂”平台，有短期用工需求、富余人员安置
的企业和短期求职意愿人员可登录平台免费登记
信息，漳州市就业服务中心将在一个工作日内给予
答复调剂事宜，以缓解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用工和个
人短期求职等矛盾。

“信息发布后陆续有人赶来应聘，初步筛选500余
人，生产没问题了！”福建省力菲克药业有限公司转产
防护服等防疫用品，但受疫情影响，紧急缺工 82人。
龙岩市人社局得知后，立即在龙岩市人力资源超市网
络招聘平台发布招聘信息，通过市、区新闻媒体、e龙岩
平台、龙岩人社公众号等渠道进行宣传动员，3000多
名求职者纷纷报名，解决企业用工燃眉之急。

疫情发生以来，龙岩市、县、区人社部门加大线上
招聘力度，优先挖掘本地潜力，引导外出返乡务工人
员就近就地就业，出台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礼
包”，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各项工作，切实帮助企业解
决用工缺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贡献。

线上招聘不打烊
依托市人力资源超市网络招聘平台开展线上招

聘活动，求职者和企业通过视频招聘、远程面试等方
式，足不出户实现求职招聘。截至目前，全市通过网
络招聘平台发布招聘企业 1700多家次、岗位 4.5 万
个，访问平台求职者 15.4万人次，企业收到网络简历
2.27万份，达成就业意向1.05万人次。

“就业红娘”牵线忙
为做好疫情防护用品生产企业用工服务保障，全

市各级人社局发挥乡镇、社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工作人员“就业红娘”作用，建立 24小时用工调度保
障机制，市、县人社部门成立服务专班，“一对一”对接

解决用工问题，累计帮助企业解决300余人的阶段性
用工需求。

“就业红娘”还针对性地将重点企业用工需求信
息送岗上门，让更多务工人员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政策“礼包”稳就业
龙岩市人社局出台一系列应对疫情促“六稳”、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礼包”，包括一次性稳就业奖
补、援企稳岗返还失业保险费、缓交社会保险费、用工
服务奖励等9项政策。

政策明确，经企业所在地工信部门认定，采取措
施稳定职工队伍、春节当月保持连续生产且净减员率
低于龙岩市上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工业企业，按当
月在岗职工数200元/人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8万元
的一次性稳定就业奖补。为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
企业引进劳动力（含用工调剂）的各类社会机构、个
人，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标准可提高到 2000元/人。
对为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生产企业坚持在一线工作的
职工，给予每人每天 100 元的生活补助，补助期限为
30 天。

同时突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靠前服
务，扎实抓好企业复工复产稳就业工作。截至目前，全

市 1129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 793家，复工率 70.2%，
已复工企业员工返岗率74%；503家产值超亿元企业复
工363家，复工率达72.2%；87家产值超5亿元企业复
工73家，复工率达83.9%。

漳 州 硬核措施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龙 岩 人社部门多措并举稳就业

近日，福州首批包机的 341 名云南籍返岗
务工人员抵达榕城，他们被输送至福州市 5个
区县的 16家重点企业。截至 2月 19日，全市 12
个县（市）区已发出专车 150部（次），接回务工
人员 3200人，其中省内300人、省外2900人。

据统计，福州市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
务工人员约 140万人，其中省外 27.2万人，省内
市外 28万人，省外、省内市外务工人员约占比
40%。在省外务工人员当中，云南省超过 1 万
人、贵州省超过 8000人、甘肃定西超过2000人。

福州市将根据企业用工需求，继续深入对
接宁夏、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河南等疫情较
轻、务工人员较集中的劳务输出地，开展包机包
高铁工作，预计近期包机包专列接送 3000 人；
进一步加快省外疫情较轻地区务工人员回榕返
岗进度，缓解企业复产用工的“燃眉之急”。

此外，福州市人社局发布《致全市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的一封信》，明确各类合法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为福州市企业提供劳动力 10 人
以上（含 10 人）且劳动力稳定就业 3 个月以上
的，按每人 500 元标准，予以用工调剂平台奖
励。为重点企业保障企业服务的，按每人 2000
元标准，予以用工调剂平台奖励。

泉 州福 州

免费包机
助企业复工复产

浦城
多措施稳就业助复工复产
近日，浦城县人社局采取多项措

施，确保当地就业形势稳定，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

据了解，浦城县对全县19个乡镇、
街道外地返乡人员共 43329人进行摸
底；利用微信、QQ 群等网络渠道做好
企业用工宣传，保障企业稳定开工用

工；成立企业用工服务领导小组，专
门负责企业招聘新员工和老员工返
岗；提供稳定就业奖补，为春节期间
保持连续正常生产并在县本级缴纳
社会保险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企
业参加社会保险人数为准，按每人
100元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补助。

截至 2 月 20 日，南平市复工复产
企业 881家，恢复产能 40%。其中，圣
农浦城公司为该县最大用工企业，随

着产能扩张和新工厂陆续调长，用工
需求 3000余人。

松溪
有序恢复企业项目生产
清扫厂房、调试设备、消毒消

杀……位于南平市松溪县城东工
业园区内的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
紧锣密鼓地为复工复产做最后冲

刺，该公司的第 7 条生产线率先开
始复工准备，新增的口罩生产线也
正在厂房改造中。

据了解，松溪县日前推进行政
服务“马上就办、网上办”“一趟不
用跑”等便民服务，采取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减免房租、延期纳税、优
化信贷服务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等措施，助推松溪企业（项目）复工
复产。

日前，泉州市政府办公室发布
《关于加强用工保障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强疫情科学
防控，采取三方面举措组织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根据《通知》，对复工人员进行分类

管理，确认无发热、乏力、咳嗽等不适症
状，方可安排上岗。

引工稳工支持措施方面，在疫情
响应期间，对积极采取措施稳定职工
队伍、连续生产的重点企业，按企业参
加失业保险职工数每人 1000 元的标

准给予一次性稳定就业奖补，总额最
高 30 万元。对来源地相对集中的非
疫情重点地区新老员工，鼓励企业通
过包车、包飞、拼车等方式接回。向当
地人社部门报备后，由企业包车接回
的，可按企业赴外地招工引才补贴标

准，分别给予赴省外 5000 元、省内其
他地区 2000元的一次性劳务补助，最
多补助2次。

服务保障方面，全市全年安排 1.5
亿元以上资金用于保障企业用工、招
工引工等稳就业支出。

三举措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惠安
“三来”措施助企业返岗复工

近日，惠安县在省市政策基础上，叠
加“三来”措施，支持省外籍人才返惠复工。

社会组织及平台“接进来”有补
助。人力资源机构等社会组织及平台
到省外“点对点”接进来新老员工的给
予交通补助，在2月17—29日、3月1—
10日期间接进来省外籍员工的分别补
助500元/人、250元/人。

省外籍员工自行“返惠来”有奖
励。鼓励企业省外籍员工自行返惠，
复工生产企业的省外籍员工在节后至
2月 29日、3月 1—10日期间返惠来的
分别给予奖励1000元/人、500元/人。

多方借力促使人才“聚过来”。在
“泉州人才市场网”“惠安人才网HR”
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猎头中介和人
才招聘网站，发布8000多个岗位信息，
发送288万条招聘及用工政策短信息。

丰泽
开展复工人员病毒核酸检测

日前，泉州市丰泽区组织多名专

业医务人员到辖区企业，采取逐一入
户采样和集中采样方式，对重点人群、
省外入泉人员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做到不留隐患、健康上岗，力促企
业复工复产，确保经济社会稳定运转。

根据检测结果，丰泽区将对不同
人群进行差别化管理。

此外，该区还制定出台“暖企”15
条，注重“协助+服务”“奖补+补贴”，
从建立企业用工监测制度、拓展挖掘
企业招工渠道、推广优化线上招聘服
务、加强中小企业稳岗扶持、鼓励院校
实习见习用工、支持开展线上职业培
训等 6 个方面，重点解决疫情防控期
间企业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现实
困难。

安溪
企业用工优惠政策指引出台

泉州市安溪县近日出台加大援企
稳岗力度、减轻企业租金负担、加大信
贷支持力度三项举措，进一步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落实，保障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切实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

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在疫情防

控期间，对推迟疫情重点地区职工返
工且遵守规定复工后保持连续生产
的工业企业，按企业发给该部分职工
待工工资总额的 50%给予企业一次
性补助，单家企业补助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减免房租。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
营用房的中小微工业企业，免收房租，
其他经营性行业房租减半。对租用其
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房东）为租
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业主个税
抵扣。

贷款利率优惠。对涉及疫情防控
工作相关企业（包括生产疫情防控产
品及物资生产、流通、供应有关企业），
由县金融办给予绿色通道审批及最大
利率优惠。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给予财政贴息支持，确保企业贷款
利率低于1.6%。

泉港
“人才之家”助企复工复产

当前，泉州市泉港区发挥组织部
门人才工作牵头抓总职能和“人才之
家”作用，科学有序推动人才企业复工

复产。
联动协调。通过“人才之家”，深

入了解疫情期间人才企业生产经营主
要困难、政策措施诉求等情况；在线实
施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
从复工申请、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用
工招聘等方面，组织力量做好服务，确
保人才企业防疫、复工“两手抓”。

靠前服务。发挥服务专员作用，
“多人一企”开展在线服务，“一企一
策”落实帮扶措施，协调企业、项目
复工复产存在的困难，指导复工复
产各项筹备，制定疫情防控方案，细
化责任分工、日常管控，确保复工不
留隐患。

“线”上招聘。区委人才办会同人
社部门成立疫情缺工服务中心，收集
企业岗位和人才就业意向，通过泉港
人才网、泉港人才微信公众号等，让各
类人才足不出户就能完成职位信息查
询、简历投递、视频面试。截至 2月 17
日，全区共发布网络企业招聘信息 7
期，参加企业数165家，发布岗位数746
个，招聘人数 4100多人，浏览数 25000
多人次，投递简历数1190人。

连日来，南平市人社局出台系列
措施，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中的企业人
力资源保障，协调解决企业复工难题。

叠加政策支持企业稳岗。在落实已
有4项稳工补助政策基础上，新增受影
响企业稳岗返还、失业保险返还政策、大
学生就业顶岗实习政策、春节期间加班
稳岗奖补、疫情期间采取积极措施稳定
职工队伍、保持连续生产的企业一次性

稳就业奖补、新招收员工岗位培训奖补
等6项奖补政策。紧急调度1400万元工
业企业专项资金，给予企业稳工奖补。

推行“融媒体+招聘”，增强供需匹
配。运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开展视频
招聘，帮助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与应聘
人员实现在线面对面洽谈。制作网上
招聘指南和手机端“摇工作”操作手册，
帮助求职者精准岗位匹配。帮助光泽

圣农与劳务协作区云南昭通市建立网
络招聘直通车，由企业专车接运输入劳
动力。截至目前，全市组织各类网络招
聘会 14场，参加招聘企业 815家次、岗
位数 30384 个次，访问平台求职者
27828人次，电话咨询近 660次，682人
成功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实行培训资源共享，增强技能培
训。开放南平市人才网络培训平台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资源，对市辖区内的
培训学校（机构）、企业开展线上培训
免费开放。引导和鼓励企业与技工职
业院校共同开发安全生产、卫生防疫、
职业综合素质、技能基本理论等课件，
免费嵌入南平市人才网络培训平台，
供职工参加技能理论学习和考试，培
训合格后给予培训补贴。

南 平 全力做好人力资源保障
日前，三明市人社部门强化用工服务，全

力保障企业稳定生产。
深入企业了解开复工时间、职工返岗、流

失、缺工等情况，指导企业线上发布招聘信
息。截至 2 月 20 日，全市共有 613 家企业线上
发布招聘岗位 3.75万个次，微信端办理求职登
记 941人，微信端推送职位条数 3.89万条。

加大援企稳岗工作力度，落实一次性稳定
就业补助、一次性用工服务奖补等复工复产政
策。其中，今年一次性稳就业奖补政策的奖补
对象，扩大到为防控疫情提供紧缺急需物资保
障的生产企业和保障民生的商贸配送企业
等。目前全市已有 35 家企业预申报，预计发
放奖补资金超千万元。

对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
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企
业，可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对受疫情影响延期缴费的，在疫情结束后 3个
月内补缴社会保险费，免收滞纳金，参保职工
个人权益不受影响。

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先后走访用人单位
164 家，解答复工复产劳动关系等问题 85 个。
同时鼓励企业实施灵活用工方式，加快网上审
批时限。

强化用工服务
保障企业稳定生产

三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