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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人社部、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日前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
帮扶工作的通知》，提出将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
全面纳入就业帮扶，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零就
业家庭毕业生全面就业到位，使有需求的其他贫
困家庭毕业生全面帮扶到位，有就业意愿的都能
实现就业或组织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通知强调，促进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尽早就
业，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内容。要将受疫情影

响而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及时纳入
求职创业补贴政策范围，摸清就业需求，建立贫
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机制。对贫困家庭毕业
生实施专项招聘服务，举办小型供需对接活动，
组织跨地区服务协作和岗位共享。为每名贫困
家庭毕业生确定一名职业指导师进行指导，各类
就业创业服务项目向贫困家庭毕业生倾斜，按需
求纳入培训计划、创业培训和见习安排。

通知明确，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52

个未摘帽贫困县毕业生作为就业援助重点，实施
结对帮扶、包干到人。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实施“普通高校专升本专项计划”。国有企业招
聘、科研助理岗位吸纳、“三支一扶”“特岗教师”
等基层服务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事业单位可拿出一定数量岗
位招聘。充分发挥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机
制作用，将贫困家庭毕业生纳入支援地就业政策
扶持范围。 （记者 张寅）

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

本报讯 日前，由南安市人社局主办，中国海峡人才市
场泉州分部、南益电脑针织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0 年针织行
业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来自南益电脑针织有限公司
的 198名学员，参加“线上+线下”共 30课时的岗位技能提升
培训。

培训采用网授课程与面授课程相结合方式，重点讲授服
装版型技术、毛衫吓数工艺技能等理论知识和电脑横机技
能、缝盘技能等技能操作。考核合格者将取得人社部门颁
发的职业技能合格证书。 （通讯员 侯坤祥 王冬强）

南安针织行业职业技能培训开班

别开生面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

日前，平潭综合实验区迎来北京大学 2020届“知行计划”
暑期实践团 5名成员，他们在实验区部分区直机关、事业单位
开展为期1个月的课题调研及见习工作。

同期，集美大学团委组织水产学院师生来到平潭，开展
“三下乡”社会实践专项活动，将结合平潭海洋旅游、渔业产
业发展特色优势，利用集美大学优质师资力量与本地生源，通
过课题调研进行科技帮扶，促进校地合作，助力脱贫攻坚，推动
乡村振兴。 （通讯员 罗安琪）

平 潭 北大、集大大学生见习实践

最近，石狮市通过开展大学生实习见习活动、在校大学生
返乡见面会和留学归国人员就业创业交流会等系列活动，激发
大学生参与家乡建设的热情和激情，引导石狮籍大学生回乡就
业创业，吸引了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等 50多所
高校180余名大学生报名参加。

今年活动为在校石狮籍大学生提供超 200 个实习岗
位，涉及全市各行各业，经过岗前培训，目前均已进入实习
岗位。

同时还为大学生们提供市情参观学习、志愿服务、交流座
谈、课程培训等系列实践活动，包括人才政策解读、职场心理、
社交礼仪和职场经验分享等。 （通讯员 张建权）

石 狮 百余名学子就业实习到岗到位

近日，光泽县委人才办、团县委联合举办“我的家乡叫中国
生态食品城”光泽学子家乡行活动。50余名 2020年光泽籍暑
期实践大学生参与活动，走进县内省重点项目光泽现代渔业产
业园和圣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解该县支持就业创业相关的
住房补贴、人才奖励等政策，与重点企业代表互动交流。

大学生们纷纷表示，此次参观近距离深刻感受到家乡经济
社会的发展变化，更加坚定返乡就业创业的决心和信心。

（通讯员 郑乾浩）

50余名学子返乡社会实践光 泽

今年暑期，平潭综合实验区、泉州石狮市、南平光

泽县等地组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帮助高校学子

们在找准社会需求的同时，发挥专业特长、创新公益模

式、整合各方资源，助力精准扶贫，服务乡村振兴。

做好“六稳”落实“六保”

本报讯 日前，省人社厅发布《2020届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公告》，全方位做好
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就业创业促进、就业能
力提升等工作，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就业
服务。

《公告》称，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信息衔接，已
初步掌握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信息。公
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就
业“红娘”将进一步通过电话回访、登门拜访等
方式核实完善，毕业生只需配合提供就业意向、
服务需求等信息，后续相关部门将开展有针对
性的就业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离校前已就业但需要二次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可在生源所在地或就业
意向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登记求职信息，
同等享受就业服务。

就业创业促进方面，《公告》明确，有就业
意愿的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提供不少

于 3次有针对性的岗位推荐服务。同时，毕业
生可免费参加各类公益性线下招聘活动，或通
过 毕 业 生 就 业 公 共 服 务 网（http：//
220.160.52.58）注册登录，享受上传简历、搜索
招聘企业和职位、投递简历、面试邀约、视频面
试等公共就业服务，注册后的毕业生可直接使
用手机微信小程序“毕业生云面试”进行视频
面试求职。

有创业意向的毕业生，可向创业地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申请创业指导、免费创业培训、创业
项目评审资助等服务，并按规定享受税费减免、
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各项优惠政策。

灵活就业的毕业生，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申报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
不超过其实际缴费2/3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
医疗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

未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红娘”将提供“一
人一策”重点帮扶服务，优先推荐岗位信息、优

先推荐就业见习、优先吸纳到基层公共管理和
社会服务岗位、公益性岗位就业，确保离校未就
业困难毕业生年底前都能实现就业创业或参加
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就业能力提升方面，《公告》指出，需要培训提
升技能的毕业生，可参加经人社、财政部门认定并
纳入省、市、县补贴性免费职业培训院校组织开展
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或参加其他各类职业技能
培训并按规定享受相应补贴。

需要见习增强能力的毕业生，可通过意向
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查询见习相关信息，按照
发布的见习岗位与当地就业见习主管部门或
见习单位申请参加就业见习。

此外，需要了解更多就业创业帮扶政策措
施或登记求职的毕业生，可与各地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联系，人社部门将竭尽所能提供实名制
就业跟踪服务，全力以赴帮助毕业生尽快实现
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中。 （本报记者）

我省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就业服务

本报讯 8月 8日，由南平市人社局、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
院、中国海峡人才市场共同主办的“南平市2020届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暨2021届毕业生就业（实习）线下校园招聘会”，在福建
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江南校区举行。进场招聘单位118家，提供
就业岗位需求 2400多人，进场求职毕业生 2468人次。初步统
计，当天参会单位共收到1985 份个人简历，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405多人次。

本场招聘会是南平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为 2020
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1届需要进行实习的毕业生举办的
首场综合性现场招聘会。鉴于疫情影响，许多外地毕业生无法
现场参会，此次招聘会用人单位招聘信息将在南平人才网、海
峡人才网南平频道、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网发布 1个
月，为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通讯员 严月云）

南平恢复线下毕业生就业招聘会

本报讯 近日，福州市鼓楼区人社局与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福州分部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
联合开展线上线下就业创业服务。

受国内外疫情影响，今年就业工作面临严
峻挑战。鼓楼区人社局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
策，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以“五个一批”和“双百双千”增产
增效专项行动为抓手，按照“争当排头兵”系列
竞赛活动要求，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截
至 6月底，全区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10166人，城
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1558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2.74%，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专班”机制促返岗
保障复工“零距离”

疫情发生后，鼓楼区人社局立即进入“战
时”状态，成立工作专班，牵头开展全区返岗复
工“点对点”服务行动。通过包车、包机、包专列
等方式，累计运送复工人员1244人；牵头组织返
岗复工人员申报核酸检测12070人。同时，根据
区内外地员工相对分散特点，出台奖励政策鼓
励员工自行返岗。

全面落实对岷县劳务协作扶贫工作。鼓励
已复工复产的“千岗扶贫”基地企业优先吸纳贫
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千余个。通过“专列+
专车”方式输送定西籍务工人员来榕就业997人
次，优先保障贫困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出。重
视做好稳岗慰问工作，针对目前境外疫情严重，
企业订单量减少的情况，对员工工作岗位进行
调剂，全力确保定西贫困劳动力留得下、稳得

住、能挣钱。截至 6月份，在岗建档立卡户 371
人次。

减负稳岗扩就业
做实就业优先政策

鼓楼区人社局实施产业、投资、消费协同政
策，退还区内参保单位 2020年 2月份社会保险
费费款7064笔，共151.53万元。

通过大数据锚定符合条件对象，精准落实
援企稳岗政策，预计全年累计发放失业稳岗返
还将达 2.94亿元，惠及 9131家企业。截至 7月
底，鼓楼区已面向全区852家企业发放普惠性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 1226万元，发放的稳岗返还覆
盖了鼓楼区大型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已发放
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8643.258 万元，受惠企业
1049家，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在此基础上还将于
近日向 415 家企业发放困难企业稳岗返还
2322.77万元；发放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
资金和一次性稳就业奖补 439.72万元以稳定就
业；为 128家企业 334名湖北、温州等地员工发
放“留岗留薪”补助28.72万元。

围绕重点兜底线
稳住就业基本盘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更好保障失业
人员基本生活，鼓楼区人社局根据福州市关于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有关事项通知，在全区
落实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政策，开通线上、线
下办理渠道。自 7月正式启动失业补助金受理
工作以来，已审核271名符合条件的参保失业人
员，发放补助金18.16万元。

健全多层次就业失业监测体系，完善风险
研判处置机制，及时做好焦点个案失业人员再
就业，妥善应对疫情对就业影响。

稳定重点群体就业，先后推出线上春风行
动、线上就业援助活动、软件园春季空中招聘
会，主办“‘筑梦鼓楼，职等你来’鼓楼区高校毕
业生网络招聘会”，累计为 843家企业发布岗位
需求15707人次。

实施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 49名街道（乡镇）专职劳动保障协理员，并
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文旅和商贸两个重点行业
和相关重点企业，开发储备近 1000个临时性公
益性岗位。

立足需求抓培训
提升技能促就业

全面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引导企业实
名注册“福建省补贴性职业培训管理平台”，通
过平台申报采取自主灵活培训形式，开展新录
用人员简易岗前培训，对符合条件的按 200元/
人给予企业补贴。目前，已有 22家企业注册成
功，其中 6家企业申报简易岗前培训方案，共培
训357人，发放372人职业培训“见证补贴”46.59
万元。

按照“企校双制、工学一体”模式，开展企业
新型学徒制培训，目前福州利胜制衣有限公司
与福州第一技师学院合作开办缝纫工班。组织
开展“12333全国统一咨询日”活动，集中开展政
策咨询宣讲、现场办理、上门送政策和服务等活
动，提升政策公众知晓度和服务效能。

（通讯员 李康）

援企稳岗扩就业 兜底保障显担当
福州市鼓楼区人社局多措并举稳就业

本报讯 福州市长乐区日前发布《关于支持
大中专毕业生来航就业创业的八条措施》，吸引
各类优秀人才到长乐就业创业，为滨海新城聚
产业、聚活力、聚人气。

八条措施可谓“干货”满满，自8月5日起施
行。具体举措包括：

放宽落户门槛。全面放宽落户限制，高等
院校、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毕业
生（含教育部认定的留学归国取得同等学历），
可在长乐区落户（含其直系亲属），不受年龄及
就业创业限制，落户地址为人才集体户或直系
亲属家庭户。

保障人才安居。符合条件的人才可在福州
长乐购买人才住房，房价为购房时点市场评估
价七折。自房屋不动产产权登记之日起满 5年
不足 10年的，政府和购房人才各享有 50%房产
增值收益；自房屋不动产产权登记之日起满 10
年且购房人才在航缴纳社会保险金满 10年后，
不动产权登记可直接变更为普通商品房。

实行租房补贴。对新引进到福州长乐区就
业创业的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且在航缴纳
社会养老保险或个人工薪所得税的，按学历层
次，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分别

按1500元/月、1200元/月、800元/月给予租房补
贴。时间截至2022年12月31日。

鼓励稳定就业。对留长乐稳定就业 1年且
与企业签订 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
会保险或个人工薪所得税的高校全日制应届本
科及以上毕业生，按每人1万元的标准发放一次
性生活补贴。时间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发放交通补助。新引进全日制本科、硕士、
博士毕业生来长乐工作，与企业签订3年以上劳
动合同的，落地 3 个月后分别按本科 1000 元/
月、硕士2000元/月、博士3000元/月发放交通补
助。时间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扩大见习规模。实施青年就业见习计划，
对吸纳见习人员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按福州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60%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对
见习人员在见习 3个月（含）内留用且留用率达
到 50%以上的单位，根据实际留用人数（签订一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已缴纳社保），按福州市最低
工资标准 2 倍给予就业见习补贴。从 2020 年
起，见习单位可为见习人员办理工伤保险，保险
费由见习单位缴交。

支持吸纳就业。中小微企业招用当年度应
届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按每人 1000元标准给
予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时间截至2022年
12月31日。

灵活办理手续。今年毕业生办理各类报到
证手续时间延长至 2020年 12月 31日。离校未
就业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档案在学
校保留 2年或将档案转入生源地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机构。

据了解，近年来，长乐区扎实有序推进滨海
新城各项建设，加快构建产业体系，积极打造福
州新城区、副中心。目前，滨海新城主要依托长
乐功能区（东南大数据产业园）和临空经济区，
通过龙头招商、以商招商、新基建招商、产业链
招商等举措，不断壮大产业园和经济区产业规
模，一大批孵化型、创新型企业提供许多岗位，
今年已征集16000多个岗位，亟需引进一大批人
才。这些岗位主要来自纺织化纤、高端装备制
造、智能制造、钢铁冶金、健康医疗、人工智能等
领域。

“此次出台八条措施，就是希望吸引更多年
轻人到长乐安居乐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就业
创业环境，助推长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福
州长乐区相关领导表示。 （通讯员 陈明晃）

长乐八措施吸引毕业生就业创业

本报讯 8月7日，第六届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启动仪式在宁德市寿宁县下
党乡举行。本次活动彰显“互联网+”特点，首次实现下党乡主
会场与福州、厦门、泉州、龙岩四个分会场同步连线，分别以社
区创业、环境保护、产业振兴、乡村振兴 等为主题开展活动。

在主会场及四个分会场，举行了联建基地党支部、乡村振
兴共建基地项目结对合作、对接项目合作、城乡社区青年创业
孵化基地和双百三级 三创联动签约仪式及授旗仪式。48所高
校和乡镇、乡镇三创基地以及村户代表签约项目33个，联建党
支部15个。

我省历来高度重视“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工作，截至今年7
月，我省高校项目团队对接农户、合作社、学校、政府、企事业单
位 500余个，共 产生经济效益 14亿多元，带动就业人数 3万多
人，吸引 200多名大学生返乡创业。去年，全省共 79所院校在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上报名 1.3 万个项目，4.8万人次参
赛，参赛项目数全国排名第二；在全国第五届大赛“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赛道，我省高校摘得2金3银5铜的佳绩，并荣获 省市
优秀组织奖。

截至8月5日，今年大赛累计注册用户数62万人，“红旅赛
道”报名参赛人次 5.6万人，报名成功 10273项；“高教主赛道”
报名成功53399项 ；“职教赛道”报名成功25726项。全省决赛
将于8月底在三明学院举行。 （本报记者）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