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福建日报报道 3 月 20 日，全
国首个关于切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
人员、营造尊医重卫良好风尚的决议
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表决通过。这是省人大常委会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
定权，在作出《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
定》《关于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两项决定后，40天内第三次召开
常委会会议，再次作出决议，为打赢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据介绍，近期中央和我省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
的措施。此次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决议主要着眼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保障医务人员获得应有的制
度性尊重，并为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
卫良好风尚作倡导性呼吁。

决议强调要着力形成保护关心爱
护医务人员的长效机制，包括要进一步
提升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提高阳光收
入，强化绩效考核正向激励，相关补助
津贴向一线医务人员倾斜；进一步完善
医务人员发展空间，对疫情防控一线工
作中表现突出的编制外医务人员，各医
疗机构在招聘时可简化招聘程序，优先
招（聘）用，并促进更多优秀医务人才投
身公共卫生领域；进一步创造温馨关爱
的执业环境，科学制定和落实医务人员
学习、工作、休息和疗养制度，对各类伤
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等
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决议指出，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
员，需要全社会共同行动、共同参与、
共担责任，要建立联系帮扶困难医务
人员家庭制度，对一线医务人员评先
评优给予倾斜支持，广泛宣传报道医
务人员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使尊医
重卫成为良好社会风尚。

决议还明确要充分发挥人大及
其常委会职能作用，为保护关心爱护
医务人员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包括
加强医疗领域立法工作，适时制定关
于医务人员服务管理等相关地方性
法规，把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加
强医务人员队伍建设作为人大监督
的重点领域，因地制宜积极行使好重
大事项决定权，发动人大代表帮助协
调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共同营造心
手相牵、同心抗疫的良好氛围。

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首个尊医重卫决议

加强医疗立法 保障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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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16 日上午，在省毕
业生就业公共服务网“云招聘”平台，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组织 2020届
毕业生举行网络视频招聘会，98家企
业上线招聘，提供 2514个就业岗位；
569名应届毕业生上线求职，当天投
递电子简历1570份。

“云招聘”平台是省人社厅应对
疫情，依托省毕业生就业公共服务
网（http：//220.160.52.58）搭建的高
校毕业生供需对接平台，免费为广

大用人单位和求职毕业生提供网
上求职招聘、视频面试等公共就业
服务，打造“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
招聘不停歇”求职招聘服务新模
式，降低了企业招聘成本和毕业生
求职成本，有效提高了人岗匹配的
成功率。

今年 2 月以来，“云招聘”平台
共发布网络视频招聘会 37 场，1799
家企业上线招聘，提供招聘岗位
4.05 万多个，2.86 万名毕业生上线

求职，投递简历 3373 份，邀约面试
421 人。

据悉，3月至 6月，省人社厅将会
同省直有关部门，依托“云招聘”平
台，联合举办2020年高校毕业生春季
百日网络招聘活动，在疫情防控期间
保障毕业生求职择业正常进行，满足
企事业单位招聘毕业生的需求，全力
确保 2020年毕业生就业局势保持平
稳，努力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
就业。 （记者 张寅）

“云招聘”平台发布4.05万个招聘岗位

本报讯 3 月 18 日，漳州市启动
“退役军人春季网络招聘会”活动，为
期1个月。

活动通过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人社局、人事人才网和中国海峡人才网
的官网及微信公众号“2020年漳州市
退役军人春季网络招聘会”活动专栏，

免费向企业和退役军人开放。
求职退役军人个人注册和投递简

历有两种方式：电脑登录中国海峡人
才网，点击进入“2020年漳州市退役军
人春季网络招聘会”注册并登录系统；
关注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微信公众
号，点击右下角“2020招聘－退役军人

春季招聘”注册并登录系统，即可开通
视频面试功能，投递简历，接受面试邀
请进行在线求职。

具 体 报 名 及 面 试 操 作 指 南
可 点 击 ：http ：//www.hxrc.com/
zpgg/2020a/manual/mainperson.html
了 解 。 （记者 张寅）

漳州退役军人网络招聘月启动

3月19日，人社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人社部门应对疫情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立
新、农民工工作司司长尚建华、养老保险司司
长聂明隽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精准推进企业员工返岗复工
已有1亿农民工外出务工

李忠表示，面对突发疫情，人社部门快速
响应、主动作为，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通
过实行项目化管理、实施系列专项行动，保证
政策措施落实落地。

在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方面，累计帮助
9138家医疗防护用品生产等重点企业解决招
用工 37万人。在农民工返岗“点对点”服务方
面，组织专车 16 万车次、专列 309 列、包车厢
1292个、包机514架次，累计“点对点”运送农民
工超过 410万人。目前，各地企业复工率和员
工到岗率稳步提升，已有1亿农民工外出务工，
占春节前返乡农民工的80%。

在推进工作过程中，人社部门将满足用
工需求与引导劳动者安全有序外出紧密结
合，多措并举，在特殊时期有效缓解招工难、
返岗难问题：建立重点企业用工日调度保障
机制、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机
制，目前重点企业数量 9138 家，解决招用工
人数 37 万人，解决用工比例达到 75%；先后
开通面向企业的用工对接服务平台和面向
劳动者的返岗复工服务小程序，平台开通两
周来，企业填报和劳动者登记踊跃；各地持
续开展线上“春风行动”，通过开通企业缺工
线上登记平台、多渠道发布招聘信息、召开
网络招聘会等方式密集发布岗位信息；各地
制定实施有含金量的政策，支持企业员工返
岗复工。

李忠指出，当前企业用工短缺和部分劳
动者无法返岗的矛盾依然存在。下一步，将
根据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完善工作机制，进一
步调动全系统力量，压实责任、突出重点、分
类施策，以更加有力的工作举措，为企业尽快
复工复产、为劳动者尽早返岗就业提供支撑
和保障。

发挥失业保稳岗、保生活功能
128万企业享受稳岗返还186亿元

为帮助企业和失业人员共同应对疫情冲
击，李忠表示，将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在稳岗、保
生活方面的作用。

稳岗方面，放宽中小微企业稳岗返还裁员
率标准，允许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进一步扩大
受益企业范围，对保障物资供应企业给予更大
力度的支持。目前，已有 128万户企业享受到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186亿元，惠及职工 4230万
人，受益企业户数已超过去年全年。

保生活方面，对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
的，及时足额发放，对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
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确保失
业人员应发尽发、应保尽保。1—2月，共向219
万人发放失业保险金61亿元，为领金人员缴纳
基本医疗保险费13亿元。

下一步，还将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受益范围，帮助更多企业稳住就业岗
位，进一步推动实现失业保险金“畅通领、安全
办”。

大力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
全国线上实名注册培训超341万人

张立新介绍，线上技能培训对避免人员
聚集风险、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具有积极作用，
也是帮助重点就业人群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
举措。疫情发生后，人社部从三个方面推进
该项工作。

及时跟进出台政策措施。相继印发了《关
于应对疫情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的通知》《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的通知》，明确线

上培训补贴政策，对各类劳动者参加线上培训
合格者给予培训补贴，同时对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等四类人员在培训期间给予生活补贴。

加大线上培训资源供给。面向社会征集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线上培训平台和数字资源，
遴选了华为、腾讯、京东、中国职业培训在线、
技能大师在线培训平台等 50多家线上培训平
台。

组织实施“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推动各地积极实施线上培训，27个省份出台线
上培训政策文件，截至目前，全国线上实名注
册培训人数超过341万。

今年 3月下旬至 6月底，计划在全国范围
内实施“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行动”，加大线
上培训工作力度。

张立新表示，在企业复工复产关键时期，
将全力支持企业大规模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加
强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工作，将
通过线上培训、以工代训、新型学徒制培训等
政策全力支持企业开展职工技能培训；推进企
业技能人才评价选拔工作，实现以评促训、以
赛促训；通过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空间、落
实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政策等具体措施，加强企
业技能人才使用激励工作。

做好贫困劳动力就业服务保障
230多万人实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尚建华介绍，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
点”服务保障工作开展以来，各地不断加大
工作力度，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农民工安全
有序返岗，为复工复产企业解决用工需
求。下一步将结合疫情防控需要，有针对
性地做好重点地区外出务工农民工“点对
点”服务保障。

尚建华表示，贫困劳动力就业能力相对较
弱，就业稳定性相对较低。疫情发生后，农民
工工作司会同扶贫部门，对贫困劳动力就业采
取提供岗位信息、鼓励优先招用、促进就地就
近转移就业、有针对性地做好贫困劳动力返岗
复工“点对点”服务等帮扶措施。目前，已经实
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230多万人，完成今年
目标任务的80%。

接下来，将继续采取倾斜政策，通过组织
定向投放岗位，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加大有组
织劳务输出力度，适当扩大乡村公益性岗位规
模等措施，创造有利于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
良好环境，让贫困劳动力能够如期脱贫，防止
因疫情失业返贫。

落实减免政策提升企业获得感
2月减免三项社会保险费1239亿元

在回答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进展情况时，
聂明隽说，2月20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印发了《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的通知》，其中规定在2月至6月，针对不同类型
企业和经营情况，实行免、减、缓三项社保费单
位缴费部分。政策出台以后，受到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的普遍欢迎，预计可减轻企业成本
5000亿元以上。

为了让好政策以最快速度送到企业手里，
三部门及时出台实施意见，建立了日调度制
度，督促各地尽快出台实施细则。截至目前，
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出台具体实
施办法，山东省实施办法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并已暂停征收。

自通知下发以来，各地政策陆续执行到
位，减免效果显现：1—2月，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征缴收入同比减少了 23.3%，减少幅度最高的
省份达到 64.2%。各地对 2月份部分企业已缴
纳社保费都已经或正在进行处理。各省上报
的2月份减免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合计
1239亿元，比预计要高，从一个侧面反映最终
的实际减免效果可能大于预期。

下一步，人社部将加大指导各省尽快落实
减免政策的力度，在不增加企业事务负担的同
时，让企业有切实的获得感。 （综合）

应对疫情，人社部门这么做
人社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

本报讯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
缓解，企业科学有序复工复产转为重
点。近期，南平市人社局创新招聘用
工方式，以“线上平台+线下协同”为
载体，搭建“云端就业桥梁”，连结用
工、求职两端，让企业招聘有门，群众
求职有路，确保全市就业大局稳定。

“云平台”智能荐岗。南平市人
社局启动“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
聘不停歇”线上招聘春风行动，通过
网络征集、群发短信、微信扫码等方
式，推送涵盖先进制造、现代农业、数
字经济等重点行业各层次人才岗位
7.74万个次，浏览点击 310799人次。
在全省率先上线手机“摇工作”服务
功能，求职者仅需登录就业端，摇一
摇手机，就能按照工作意向，就近就
匹配符合要求的企业信息、求职岗位
以及工资福利情况，实现一键投简
历、快速连线企业招聘专员的功能。
目前已为 58 家企业发布岗位 500 余
个，帮助1263名求职者匹配岗位1700
个次，推送个人简历 600份。整合市
县就业用工服务网站及企业岗位资
源，在南平人力资源市场网统一上线
就业之窗专版，开设市本级、武夷新
区、10县（市、区）划分12个板块，并与
南平市“劳动99”三版业务系统、南平

市就业微信平台、“闽政通”手机APP
等信息对接，融合发布，同步招聘，组
织“春风行动”线上招聘会60场，吸引
756 家企业提供 30034 个就业岗位，
8857 人初步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其中，建瓯市通过岗位精准推送，为
1197名贫困户实现就近就业。

“云视讯”视频招聘。打造我省针
对返乡农民工等就业困难群体就业

“云视讯”视频招聘平台，调动疫情期
间赋闲在家的返乡劳动力资源，满足
本地企业复工复产用工需求。针对视
频招聘特点，优化报名信息内容，返乡
劳动力在家中仅需扫描二维码，填写
个人信息，平台按照其求职意向精准
推送企业信息和视频会议号。运用大
数据库比对，精准筛选全市18～60周
岁常住人员、3185名南平本地大中专
院校应届毕业生、3.7万名退役士兵、
1.7万名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以及 3.1万名办理失业求职登记或
就业的劳动就业困难人员等有求职意
愿者信息，分批分类精准推送岗位信
息220余万条。建立远程视频面试平
台，实现全市10县（市、区）百家企业、
千名求职者同时在线，跨域返乡劳动
力随时随地与意向企业招聘专员“屏
对屏”面试谈薪，有效解决传统现场招

聘区域限制、成本高，网上招聘互动性
差、应聘率低的弊端。截至目前，全市
累计开展线上视频招聘专场11场，吸
引全市用工需求企业近 500家、推出
岗位2万余个，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29
家，报名应聘人才10455人，线上视频
面试6000余人次。

“跨区域”劳务协作。实行市级
统筹组织、县区精准对接方式，联动
实施跨区域劳务协作，对接2019年与
贵州、云南等劳务协作区，通过当地
公共就业网，收集推送南平市 227家
生产性企业、855个岗位、12105人的
用工需求信息，与该省10万劳动力进
行人岗匹配；按照分批错峰输出要
求，采取组团包车、专车等形式，向福
州、厦门、泉州等返岗集中地统一组
织输送务工人员；出台劳务协作工作
站补助政策，鼓励南平市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与云南、贵州等重点劳务输出
地签订或续签劳务协作协议，参与人
才引进、用工调剂，对创造条件设立
劳务协作工作站的，给予每个工作站
一次性 10 万元就业服务经费补助。
其中，依托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南平分
部为圣农公司引入云南怒江、贵州六
盘水等地务工人员139人。

（通讯员 包翔）

南平搭建“云端就业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