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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福州市晋安区，省人社
厅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组建的基层支援队
（以下简称“支援队”），选派的 9名党员
干部在这里已坚守近一个月时间。他们
认真做好“防控、宣传、落实、推动”工作，
会同基层人社部门，重点推进人社政策
在基层落地生根，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共
渡难关。

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是支援队
驻点支援服务的企业之一，享受各项人
社惠企政策叠加近 900万元，其中阶段
性减免社保费 94.5万元，疫情防控期间
一次性稳就业奖补 783 万元，“留岗留

薪”补助7.7万元。
有了政策资金扶持，企业复工复产问

题迎刃而解。盛辉物流企业负责人感激地
说：“在疫情特殊时期，人社部门推出这样
的政策措施非常及时，极大帮助企业度过
因疫情影响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

据统计，福州市晋安区人社部门已
返还福建富的乐等4家企业失业保险费
1700万元，奖励思嘉环保等15家企业稳
就业奖金 2230万元，650多家规上企业

“留岗留薪”补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推
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除了缓解企业资金难之外，支援队

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解决员工返工返岗实际困难，及
时提供返岗复工“点对点”专门运输服
务，安排三批复工复产工人爱心接送
车，帮助省重点项目省儿童医院项目部
从河南、湖南等地接回 71 名外省工人
返岗。截至目前，该项目部 500多名员
工通过包专机、包专列、包专车及政府
补贴等方式返岗；支援服务的省儿童医
院项目部、省妇产医院项目部返岗率均
超 90%；支援服务的福州高意通讯有限
公司，通过“点对点”“一站式”服务接送
377人回榕返工复工。

此外，支援队主动联系省、市、区人
社部门，利用重点企业岗位招聘信息发
布专栏、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用工岗位信
息发布推送服务，以及省人社厅“云招
聘”平台等网上服务，帮助支援服务企业
化解招聘难：为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对接“春风行动”线上招聘，通过“云招
聘”平台免费提供网上招聘、视频面试等
公共就业服务；帮助企业参与人社部门
开通的线上招聘平台、招用工网站，为企
业提供免费供需对接服务，受到企业的
欢迎和肯定。

（记者 张寅）

政策服务送到家 困难问题解决好
省人社厅基层支援队帮助企业渡难关

本报讯 疫情发生以来，南安
市人社局以“惠、点、线、面”模式，护
航企业员工“返工”之路，为企业复
工复产注入源头活水。截至目前，
该市开工企业在岗员工 153348人，
其中返岗 128398人，员工返岗率达
83.73%。

“惠”企政策助力稳岗。南安市
率先在泉州市出台一系列优企惠企
政策，从员工接返、招工引才、稳定
就业、人才到岗等方面援企稳岗，预
计拨付资金近 2000万元。目前，申
报高层次人才在岗一次性补助4批
1432 人，发放 93.75 万元。开展春
节期间为防控疫情保障民生的商贸
配送企业一次性稳就业奖补，对 17
家符合奖补条件企业，拟发放补贴
280多万元。

“点”上帮助企业接返。牵头采
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点对点”
（包机、包车、专列）方式接返企业员

工，截至目前，该市赴云南、贵州、江
西等地接返省外员工 52批次 2646
人。

“线”上服务企业招工。发布诚
邀天下英才来南安就业创业通告，开
通中国海峡人才网南安专区、泉州市
人才市场网、“南安人才视觉”微信公
众号等线上招聘渠道，为企业提供免
费发布招聘需求信息。在近日举办
的南安市首场大中专毕业生网络招
聘会上，34家企业线上提供就业岗位
1016个，收到简历85份。截至目前，
近800家市内企业发布岗位需求3万
多个，公众号招聘信息点击率累计
1.2 多万次，帮助企业新招聘员工
8200多人。

“面”上拓展省际劳务协作。设
立 4家“全国就业扶贫基地”，通过
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将前期收集的
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发送至长期合作
的云南省曲靖市、楚雄州、昭通市、

大理州等地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通
过开展“省际劳务协作”考察洽谈，
与云南省楚雄州、大理州、蒙自市、
开远市等签订劳务协作协议，组织
多家重点企业赴云南省红河州屏边
县、元阳县、建水县等地开展人力资
源交流合作。近期还会同南安市工
商联在 9个异地商会，设立南安市
首批“劳务协作工作站”，带领15家
市内知名企业赴贵州省贵阳市、遵
义市等地开展返岗招聘，建立多层
级的两地劳务协作长效机制。

下一步，南安市还将设立省内
外劳务协作中心，邀请省外劳务协
作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
设点办公，开展人力资源合作、劳
务协作对接等，持续深化与省外人
社部门、异地商会、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等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招
聘会”。

（通讯员 苏阗元）

本报讯 日前，省人社厅、财政厅联
合下发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联
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鼓励支
持劳动者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提升
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通知明确，各级人社部门可依托人
社部推荐的 55家的职业技能线上平台
机构或自主选择其他优质的线上平台机
构，组织各类城乡劳动者参加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线上培训
管理办法。

培训课时方面，劳动者参加线上理
论课培训的课时（不低于总课时的60%）
可视同线下培训课时，各地可预拨职业
培训补助资金支持各培训单位参与线上
培训，线上线下总培训学时不少于20个
学时，补贴标准、培训要求等按有关规定
执行。

培训补贴申领方面，疫情防控期间，
相关补贴证书享受培训补贴的申请时限
六个月期满的可延长至疫情结束后一个
月内。劳动者在疫情期间参加线上培训
的，可在疫情结束后一年内参加线下实

训，符合条件的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
贴。各地可根据实际，对参加线上培训
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
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农村学员
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符合条件的按规
定给予一定生活费补贴（不含交通费补
贴）。

通知要求，各级人社部门要将线上
培训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建立劳动
者职业培训电子档案，线上培训人数纳
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统计范畴；加强疫
情期间开展线上培训的政策宣传，向企

业、劳动者提供政策解读咨询服务；加强
线上培训管理和监督检查，定期采集培
训数据，分析线上培训状况，严格监管线
上培训过程。

此外，疫情防控期间要统筹开展技
能人才评价，企业可结合生产经营实际，
采取线上理论考试、生产过程考核、工作
业绩考评等方式进行技能评价，有序开
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支持各设区市结
合实际制定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实施细
则、开发培训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与省级
共享。 （本报记者）

劳动能力鉴定是工伤保险的重要环节之一，
劳动能力鉴定等级是工伤职工享受工伤保险伤残
待遇的重要依据。随着我省参加工伤保险职工人
数不断增加，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的重要性日益显
现。

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高度重视政务公开，
日前，省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对近期群众来电咨询
的劳动能力鉴定公共服务事项作出解答，将工伤
职工及其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权益关系讲清楚、讲
明白，回应社会关切。

问：公司应如何申请对工伤人员进行劳动能
力鉴定？

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国家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的有关规定，职工因工负伤或者患职业病
后，用人单位或职工个人要先向当地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并取得工伤认定决定书，被
认定工伤的职工伤情经治疗相对稳定后存在残
疾、影响劳动能力的，或者其停工留薪期满时，工
伤职工或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向设区市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工伤职工本人无法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可委托其近亲属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用人单
位和工伤职工个人具有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的同等
权利。

问：工伤职工或用人单位要去哪里办理劳动
能力鉴定申请？手续如何办理？需要提供哪些材
料？

答：根据社会保险属地管理原则，工伤职工或
用人单位应到所在设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
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县一级不设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

根据《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规
定，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时必须填写《劳动能力鉴定
申请表》，并提供以下材料：

工伤职工提出申请的，应提供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原件；工伤职工本人的身
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工伤职工病历资料，包
括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和出院记录，有关检查的影
像材料。需要注意的是，由工伤职工亲属代申请
的，还要提供工伤职工本人的委托书。

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的，应提供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的工伤认定决定书原件；工伤职工的身份证等有
效身份证明原件；工伤职工的病历资料，包括入院
记录、手术记录和出院记录，有关检查的影像材料
（如无法取得，应当告知工伤职工在参加专家现场
鉴定时随身携带）；用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
申请人员的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单位的
委托书。

根据国家人社部人社厅发［2018］104号文件
有关取消重复提交证明和材料的规定要求，工伤
职工或用人单位应当提交的材料，可在人社信息
系统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的，设区市劳动能力鉴定
委员会会按规定要求告知申请人不需提交的材料
清单，以切实推进便民服务。

（未完待续）

用心护航“返工”路

我省部署开展“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

线上培训纳入行动 技能等级有序认定

本报讯 日前，德化县卫健局出台《“千医
连万企”服务企业复工复产防控工作方案》，扎
实推动全县各医疗机构专业化指导企业精准
施策，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

组建医务团队。县卫健局在确保开展好
疫情重点地区返回德化（来德化）人员和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密切接触者等人员健康管
理工作的基础上，统筹全县医疗卫生资源，从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乡村医生、村计
生协管员中，挑选优秀医务人员，组建医务队
伍进企上门服务。

指导复工复产企业做好防控。重点服务规
上工业企业、限上商贸企业，并根据该县实际情
况和疫情防控需求，逐步辐射至辖区内复工复
产的工业企业、商场超市等，确保每家复工复产
企业至少有1名医务人员或一支医务团队挂钩
联系，重点跟踪指导服务及答疑解惑。

当好企业“三员”。医务人员将当好企业
的“健康信息管理员、防控指导员、医接诊联络
员”，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员工健康管理档案，做
到一人一张健康信息卡，对员工上岗前 14天
以来的健康状况、活动区域、是否接触重点疫
区人员等信息进行全面登记；指导企业设立卫
生健康协管员，落实每日 2次观察员工体温体
征情况并及时动态登记；指导企业建立内部疫
情防控机制和应急处置预案，落实复工前“三
个一”，做好消毒、口罩佩戴、就餐等防控工作。

（通讯员 郑全良）

“千医连万企”
落实落细疫情防控

德 化

本报讯 连日来，惠安县进一
步拓宽招工引才渠道，帮助企业有
序有效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全县
305家规上企业、115个在建重点项
目、21个省市重点项目，实现 100%
开复工。

强化摸排覆盖。地毯式摸排所
有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动态管理、一
日一报，实时掌握企业缺工情况和
劳动者求职需求。重点跟进全县规
上限上企业开工到岗情况，全县规
上、限上企业员工返岗率分别为
89.23%、84.88%。

强化政策落实。在省市政策基
础上，叠加措施大力支持企业复工，
明确省外员工接返补贴、自行返岗
补贴，通过包机包列包车等方式“点
对点”接返员工 3019人，预计发放

“点对点”补贴75万元；及时兑现稳
就业奖补政策，累计发放19家企业
工业性结构调整奖补182万元，3家
困难企业稳岗返还补助10.8万元，8
家春节期间为防控疫情提供紧缺急
需物资保障和民生保障的生产企
业、商贸配送企业一次性稳就业奖
补资金 340多万元，发放失业保险
金、物价补贴、一次性生活补助等
58.67万元。

强化人岗对接。实施线上“春
风行动”，依托县级各类人力资源网
站、微信公众号，实时发布企业岗位
需求，实现在线招工“不打烊”。面

向县域内 16～60 周岁劳动力人群
精准推送企业用工信息，累计发送
288 万条招聘及用工政策短信息。
推进人岗“不见面”精准对接，组织
230家企业开展线上招聘活动10场
（次），发布岗位信息 9163个，求职
人数4600多人。

强化协作配合。组织技工学
子顶岗实习，针对部分规上企业因
技术工人短缺、复工复产受影响的
状况，对接厦门诚毅技术学校，组
织第一批 43 名学生参加顶岗实
习，帮助企业共克用工难；鼓励职
工互助陪护子女，支持企业采取职
工调岗或轮流休假的陪护方式，原
则上 1 名陪护人员陪护 3~5 名 12
周岁以下工友子女，对陪护人员在
陪护期间视同工作给予发放工资
报酬，有效缓解复工未复学期间外
出务工与未成年子女陪护的矛盾；
深化用工大省劳务合作，与云南、
河南、四川等省近 20 个劳务输出
地建立劳务招聘对接，发动在惠就
业的当地老员工推荐新员工 162
人；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接返车辆、
办理通行证等，及时解决外地务工
人员返惠返岗车辆通行问题，组织
7家重点企业赴云南省昭通市昭阳
区、鲁甸县开展返岗招聘引才活
动，并联合昆明惠安商会开展劳务
协作；充分挖掘本地就业资源，推
动就业服务下沉镇村，将企业招工

信息发布到乡镇和重点村，利用镇
村人社服务平台、各村务工人员微
信群等广泛宣传；出台政策鼓励
178家镇村劳务公司为缺工企业牵
线搭桥，引导本地农民工有序返岗
复工，通过本地挖潜的方式满足企
业阶段性的用工需求。

强化督查服务。县人社局先后
抽调22人参加复工复产指导组，每
日深入各企业和重点项目现场指导
协调，督促落实复工复产各项防控
措施，宣传复工复产扶持政策。开
展辖区劳务人员就业排查，动员未
返岗群众就近就业上岗。创新服务
模式。推行“四新”工作法，采取掌
上办、预约办、邮寄办、视讯办方式，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维权、社保经办
服务不停摆，切实保障企业和职工
权益。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劳动监
察执法服务，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
重点加强对用工密集的建筑领域、
加工制造领域企业复工后用工行为
的监督管理。进一步畅通非现场举
报投诉渠道，及时解答和反馈相关
诉求处理情况，力争在最短时间协
调办结案件。提升职业技能。继续
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线上
职业培训工作，对返乡务工人员做
好岗前培训及转岗转业培训，帮助
其尽快掌握新技能，实现在本地企
业稳定就业。

（通讯员 黄锦滨）

拓宽招工引才渠道 助规上企业全复工惠 安

本报讯 浦城县人社局近日披露，该县 60
家规模以上企业已全面复工复产，43家企业申
领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贴。

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将人社服务带进
企业，日前，浦城县人社局党组领导带领县劳
动监察大队、县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相关负
责人，先后走访福建圣农发展（浦城）有限公
司、浦城县永芳香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企
业，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在岗人数、缺工人
数、减员裁员、用工需求及员工防护措施等情
况，详细询问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引导鼓励相关企业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执行
综合计算工时制度，按照生产经营需要，采取
调整薪酬、轮岗轮休、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缩
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
少裁员。 （通讯员 周立妤 方传鑫）

人社进企服务
促复工复产

浦 城

学法360°

员工工伤劳动能力鉴定
公司如何申请？

本报讯 日前，省
工信厅、发改委、财政
厅、人社厅联合出台《关
于促进工业企业复产达
产若干措施的通知》，从
五方面提出 13条举措，
旨在进一步破解难点堵
点问题，推动企业加快
复产、释放产能、达产满
产，促进工业经济稳定
增长。

其中，针对企业在复
工达产过程中出现的“用
工难”，《措施》提出要拓
宽引工用工渠道，各地要
全面发动组织本地闲散
劳动力、在外省务工的
本省劳务人员、在闽过
年的省外劳务人员，动
员相关人员就近就地应
聘就业；广泛通过公众
号、网络招聘平台等方
式，线上发布我省企业
招工信息，积极引导省
内外劳动者在我省就
业；鼓励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在主要劳务输出省
份设立劳务协作工作站，引导当地劳动者
赴我省就业；引导企业间加强灵活合作，采
取“共享员工”等方式解决用工问题。

此外，《措施》还在强化政策服务保障
方面，就加快已出台政策的兑现落实、帮
助企业纾难解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提出
一系列具体举措。

（记者 周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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