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见习

本报讯 日前，漳州市事
业单位公开考试招聘方案出
炉 ，计 划 招 聘 工 作 人 员 1698
名。有意者可于即日起至 7 月
13 日 18∶00 登录漳州市事业单
位 招 聘 考 试 网（http：//www.
zzsyzp.com）报名。笔试时间拟
定于 9月 5日。

据了解，笔试卷面分为 100
分。服务基层项目毕业生、退役
运动员、退役士兵可享受笔试卷
面分加分待遇，各项加分可以累
计，但最高不得超过10分。报考

人员必须笔试卷面分达到合格
线才可享受加分待遇，加分不受
笔试满分限制。凡通过享受政
策待遇，已经被录（聘）为公务员
或事业单位编内工作人员，不再
享受相应项目的加分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考试当天考
生须凭准考证、身份证、八闽健
康码绿码（闽政通 APP）、《2020
年漳州市事业单位公开考试考
生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
书》纸质原件并佩戴口罩进入考
点。 （本报记者）

漳州事业单位考试招聘1698人

本报讯 最近，厦门市思明
区实施“四个一批”，即服务专员
对接一批、线上招聘引进一批、
现场招聘助力一批、兑现政策稳
定一批等举措，有效落实“促就
业、保民生”。

该区通过成立用工服务专
班专员，收集 13293 个招聘岗
位，在省内省外搭建 24 个劳务
联络站，多渠道发布 34824条招
聘信息，采用包机包车等形式，
输转东西部劳务协作务工人员
919名；利用厦门市人才网等主
流招聘平台，免费举办线上招

聘会 5场，参会企业 1042家次，
提供岗位 4579 个，网页浏览
228653 人 次 ，达 成 就 业 意 向
1853人；组织 4家优秀企业赴对
口帮扶的甘肃省临夏县举办 4
场专场招聘会，为当地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585
个，达成就业意向 195 人；向辖
区企业宣传优惠政策，确保政
策覆盖面，今年以来发放惠企
补贴资金 6578.73 万元，惠及企
业 34742 家次，稳住了就业岗
位，保住了基本民生。

（通讯员 朱绪章）

厦门思明区“四个一批”促就业

本报讯 近日，由泉州市人
社局主办，泉州市人才发展促进
会和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泉州分
部承办的“泉州市送政策进高校
——高校巡回宣介活动”走进福
州15所高校，向在榕高校毕业生
送出泉州市人才政策礼包。

活动还组织泉州市安腾集
团、晶安光电、泉州三安半导体
等20多家重点用人单位参与，提
供机械、电子信息、人力资源管
理、工商管理、高分子材料等专

业优质岗位 100多个，由各高校
就业办在学校官网、就业网站上
发布，供学生们选择对接。

下一步，泉州市将继续深入
落实人才强市战略，实施人才招
引“提升行动”方案，组织“人才
科技恳谈会”、校园综合招聘、特
色专场招聘、“小班化”对接等多
样化引才活动，满足用人单位不
同层次的人才需求，吸引更多优
秀毕业生到泉州就业创业。

（通讯员 阮崇文）

泉州人才政策进榕15所高校

本报讯 近日，漳州市人社局、财政局对
《漳州市青年见习计划暂行实施办法》的个
别事项作出调整，提高见习单位就业见习补
贴比例。

此次调整的条款为《办法》第14条，给予
吸纳见习人员的见习单位的就业见习补贴
由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调整为 120%。

其中，给予吸纳离校未就业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城乡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高校毕
业生参加就业见习的见习单位的就业见习
补贴，由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0%调整为
150%。

据了解，青年见习计划是指离校 2年内
未就业大中专（含技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

业青年，到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
练，提升就业能力的就业准备活动，就业见
习时长为 3～12个月。截至目前，漳州共有
44个见习基地通过认定，预计 2020年度，漳
州将完成青年就业见习人数 720人，发放补
贴资金700余万元。

（本报记者）

漳州提高就业见习补贴比例

本报讯 7月2日，泉州首个“清华大学乡村
振兴远程教学站”洛江区职工活动中心揭牌。

首期远程教学课邀请到清华大学航天
航空学院副教授由小川，以远程视频授课方
式作《人工智能算法原理与实践应用》主题
讲座，从人工智能概念、整体应用及思路等
方面结合生动具体事例，为学员们进行讲解
与辅导。

作为全国首批 232家建站单位之一，清
华大学乡村振兴远程教学洛江站也成为泉

州全市目前唯一建站单位。建设“清华大学
乡村振兴远程教学站”是洛江区深入实施校
地合作引智工程的重要抓手，通过借力清华
大学的人才优势和学术优势，整合教学资
源，为高质量推进智造生态新城区建设提供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
新等战略支撑。

近年来，洛江区深入实施人才“港湾计
划”，与清华大学开展校地企共建。先后邀
请清华大学初心服务团、“唐仲英计划”师生

在洛江区开展社会实践，为洛江提供大气治
理、生态扶贫、垃圾分类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和政策性指导意见；邀请清华学子参加“洛
台共赢·一定赢”两岸人才交流活动，从人才
服务创新、两岸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
进行研讨；与清华大学共建“初心服务站”
等。此次“清华大学乡村振兴远程教学站”
落地洛江，实现了“互联网+”远程实时智力
帮扶，构建了“线上有平台，线下有站点”的
深度合作模式。 （通讯员 陈沙军）

泉州洛江区“互联网+”开展校地企共建

本报讯 日前，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
闽清站面向本科及以上学历在校生、毕业生，
发布实习生招募计划，实习时长为1个月，可提
供免费住宿及用餐补贴。

申请实习人员须具备学生干部工作经
历，或在文艺、技能、职业资格方面具备一技
之长，表现优秀者可申请延长实习时间，或
转为正式工作人员。有意向的高校学生可

提交个人简历，发送至2874425594@qq.com，
面试通过后到岗实习。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闽清站由清
华大学与闽清县政府共建，选址于闽清县梅
溪镇樟洋村，在梅溪新城三农双创中心设立
办公室。工作站旨在服务乡村振兴，先后开
展乡村墙绘、直播助农、教育扶贫、主题调
研、建筑改造等公益助农系列活动，实习生

实践内容包括品牌设计、活动策划、政策申
报、公益课堂、新媒体运营等。

2018年至今，工作站累计吸引近百名清华
师生来到闽清县实习实践，足迹遍布16个乡镇，
为闽清县樟洋村炉边厝、宝英厝等古厝的保
护及活化利用提供建议和规划方案，并开展
橄榄产业调研、礼乐文化调研、乡村教育调研
等多项专题调研工作。 （通讯员 俞美燕）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闽清站招募实习生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启动 2020年大学
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公布第一批高校
青年见习计划岗位表，共17家用人单位提供
36个见习岗位，涉及全市各行各业，包括一
批国企、机关事业单位见习岗位，旨在搭建
石狮籍大学生实习、见习及机关企事业单位
用人双向渠道。

见习对象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大中专院
校（含技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

根据《石狮市就业见习补贴实施细则》
要求，对吸纳上述人员参加就业见习满 3～6
个月的见习单位，每月按不高于该市最低工
资标准 200%（目前石狮市最低工资标准为
1720元）给予就业见习补贴，用于支付见习
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为见习人员办理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对见习人员的指导
管理费用。补贴期限最高为6个月。

具体补贴标准为：见习单位每月支付

给见习人员的生活补助高于石狮市最低工
资标准 100%的，每月按该市最低工资标准
100%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对吸纳离校未就
业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城乡低保家庭、零就
业家庭、残疾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的
或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 80%以上的单位，
最高按该市最低工资标准 200%给予见习
补贴。

（通讯员 张建权）

石狮公布首批高校青年见习计划岗位

开发见习岗位单位可获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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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宁德在全省率先扩大失业保范围

本报讯 近日，我省出台扩大失业保
险保障范围有关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延
长大龄失业人员领金期限、失业补助金、
临时生活补助等政策，惠及所有参保失业
人员。具体措施包括：

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金期限。2019
年12月起，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
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年的失业人
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
龄。同时，继续做好失业保险金发放工
作。对参保缴费满 1年、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失业人员，及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并
按规定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等。对《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规
定的参保单位招用、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
作满 1年的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及时发
放一次性生活补助。

阶段性发放失业补助金。2020年3月
至12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
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
参保失业人员，可以申领 6个月的失业补
助金。其中参保缴费 6个月（含）以上的，
失业补助金标准原则上按统筹地区当月
失业保险金平均水平的 80%；参保缴费不
足 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标准原则上按统
筹地区当月失业保险金平均水平的40%。

阶段性发放临时生活补助。2020年5
月至 12月，对 2019年 1月 1日之后参保不

满 1年的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参照参保
地城市低保标准，按月发放临时生活补
助。其中，累计参保缴费 6至 11个月的，
发放 3个月；累计参保缴费不足 6个月的
的，发放2个月。

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
2020年 3月至 6月，对领取失业保险金和
失业补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补
贴标准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1倍。

畅通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渠道。进一
步优化经办流程，减少证明材料，失业人
员在申领失业保险待遇时可不提供终止
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失业登记证明等材
料，凭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件直接申领。
同时，失业人员可通过“福建省12333公共
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申领。 （记者 张寅）

又讯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财政局联
合下发通知，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切
实保障参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确保 7月
15日前落实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

通知要求，对参保缴费满1年、非因本
人意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
职要求的失业人员，应及时足额发放失业
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按规定发放
价格临时补贴、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自
2019年12月起，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限，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
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失业

人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
年龄。

通知明确，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
政策，2020年 3月至 12月，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
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可
以申领 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参保缴费 6
个月（含）以上的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
800元；参保缴费不足 6个月的发放标准
为每人每月 400 元。对《失业保险条例》
规定的参保单位招用、个人不缴费且连
续工作满 1 年的失业农民工，及时发放
一次性生活补助。2020 年 5 月至 12 月，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参保不满 1 年的
失业农民工，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标准
（蕉城区、福安市、福鼎市、东侨经济技术
开发区每人每月 660 元，其他县每人每
月 596 元）发放临时生活补助，累计参保
缴费 6 至 11 个月的发放 3 个月的临时生
活补助；累计参保缴费不足 6 个月的发
放 2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

此外，从 2020年 1月起，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但尚未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的参保失业人员，可申请办理失业登记和
失业保险金领取手续。通知下发后不再
限制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年龄上限；新参加
失业保险的，应以参保自然月计算累计参
保时间，不得以补缴为依据申请享受失业
补助金和临时生活补助。（通讯员 陆环）

本报讯 最近，我省出现大范围持续
高温天气，给生产一线和室外露天作业的
劳动者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省人社
厅决定，自 7月 2日起至 9月 15日，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开展夏季高温天气劳动保护
专项执法行动，进一步加强高温天气劳动

保护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
合法权益。

此次专项行动以高温天气安排劳动
者室外露天作业的建筑施工、交通运输、
环境卫生、加工制造等用人单位，以及其
他涉及高温作业的用人单位为检查重点。

各地市将通过公开、公平、公正方式，
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对用
人单位按规定支付高温津贴情况、落实高
温天气期间工作时间规定情况、落实高温
天气期间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
护规定情况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夏季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据新华社报道 日前，交通运输
部海事局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就业创
业司签署《加强高素质船员培养 促
进退役军人就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通过加强合作，鼓励
退役军人依法取得船员职业资格，
为发展壮大船员队伍、促进退役军
人就业提供必要支持。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为退役

军人参加航海教育及船员职业技能
培训提供便利，鼓励优质船员培训机
构以“校企合作、定向培养”方式面向
退役军人招生，推动航运企业优先录
用取得船员职业资格的退役军人。

协议明确，双方将积极支持符
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加入海事管理和
航海保障机构的公务船船员队伍，
或从事其他岗位的工作。

鼓励退役军人
依法取得船员职业资格

本报讯 6月 29日，由宁德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主办，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宁德分部承办，中国建设银行宁德
分行协办的“宁德市退役军人‘建行
杯’创业创新大赛暨全国退役军人创
业创新初赛”在蕉城区拉开帷幕。

据了解，大赛旨在引导退役军人
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
践，更好实现退役军人自身价值，助
推经济社会发展。大赛自4月份发布
通知以来，宁德地区各县市踊跃报
名，第一批共收到 16支队伍报名参
赛。经筛选，13支队伍进入初赛，分
为“新兴行业组”“现代农业组”“传统
产业及生活服务业组”3个组别进行
比赛。

经激烈角逐，古田 村乡村建

设团队、宁德市柘荣硅谷养殖有限
公司、中食北山（福建）酒业有限公
司分获各组别第一名。这 3支队伍
将与另 2支比赛优秀队伍一起，参
加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复赛。
参赛优秀项目将纳入宁德市退役军
人创业创新项目库，长期跟踪，在入
选培训承训机构目录及招聘退役军
人等方面予以优先服务。

宁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
表示，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着力提
供经常化服务、常态化支持，建设和
完善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工作平
台，广泛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不断帮
助退役军人培养创业意识，增强创
业能力，提升创业成功率。

（通讯员 苏瑞安）

宁德市举办
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

宁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办领导为新兴行业组第一名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