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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5日，第十届海峡两
岸信息服务创新大赛暨第十四届福建
省计算机软件设计大赛总决赛在福州
软件园拉开帷幕（如图）。本届大赛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措施，总决
赛将在 10月 25日—11月 1日分三个阶
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

据介绍，今年大赛由省工信厅、省
教育厅、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科技
厅、省总工会、共青团福建省委等7个部
门共同主办，自6月正式启动以来，组委
会面向 100多所院校、数千家企业及全
省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开展宣传、发动，
吸引来自省内外73所高校，257个院系，

1228支队伍报名参赛。
总决赛期间，来自创业、创新、创

意、软件开发四个公共专题组，以及大
数据与新零售应用、云平台应用软件及
云端开发、智慧屏应用、人工智能自然
语言处理模型开发及应用、建筑信息模
型（BIM）技术应用、功夫鸡品牌创作及
产业化等6个企业指定专题组的参赛团
队展开对决，共有 21个组别、273个队
伍、537个项目参与线上线下协同展示。

“我们公司的参赛项目是激光光镊
拉曼光谱循环肿瘤细胞筛查系统，主要
定位于早期癌症的体检光谱筛查，目前
该系统已在福建省肿瘤医院、加拿大

BC癌症研究中心等
20 余家医院和医检
所应用。”参赛企业
福州康曙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代表徐永
亮表示，今年的疫情
对公司是机遇也是
挑战，大赛为公司发
展搭建了开拓视野、
展示技能、互相交流
的平台，让更多人了
解公司技术项目，并
且有机会接触风投
机构，助力企业获得
进一步提升。

据 了 解 ，本 次
大赛在延续往届特
色和亮点基础上，

突出了更广泛的参与、更优质的项目、
更丰富的活动、更“智慧”的办赛、更全
面的引才等五大特点。产业各方以大
赛为契机及纽带，紧跟国家和福建省
数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通过推动产
教融合协同选才，力促产业界与投资
界合作，进一步优化我省软件产业高
质量跨越发展软硬件条件，进一步完
善我省在软件和信息技术人才、投资、
技术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

海峡两岸信息服务创新大赛举办
14年来，从行业市场需求出发，以产业
发展趋势为导向，持续通过机制创新整
合资源要素，形成了以“展评聘创”为特

色的工作服务体系，为企业、高校和创
业者打造全方位、全要素、全流程的产
业服务平台，已成为我省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高质量快速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助推剂”，累计
培养产业人才 9.4万名，累计参赛项目
16000多个，参赛人数 8万人次，获奖项
目1109个。

当天，大赛配套活动之一的“福建
省 2021届 IT行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在福州软件园F区行政服务大厅前广场
同期举行。此次招聘会由省工信厅、省
人社厅、省教育厅、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联合主办。现场约100家企业现场提供
2660个需求岗位，涵盖计算机软件硬件
开发、计算机网络、计算机应用、信息系
统和信息服务、云计算、通信技术等专
业，200家左右的企业在大赛人才服务
平台发布人才需求，5家行业骨干企业
通过线上直播平台进行人才直聘，探索

“直播带岗”的就业择业新模式。
专场招聘会受到用人单位与求职

者的普遍认可。参会企业代表坦言，这
是一次发现人才、引进人才的良好契
机。盛辉物流集团招聘负责人介绍，针
对此次专场招聘会，公司发布的需求岗
位均为计算机相关专业，人数多达 34
人，“公司可以提供系统性的岗前培训，
入职后还会定期提供专业技能培训机
会，希望借此机会找到适合做软件开发
的综合性人才。”

（文/记者 张寅 图/张黎波）

做好“加法”
增强服务意识

优化社保经办服务。组织业务骨
干全面走访县域内企业，发放宣传资
料 1200 余份，解答咨询 240 余人次。
落实免申请、免填单服务，通过邮件、
邮寄减免手续材料350余份。

积极申报创业项目。为自主创业
者提供创业平台和创业服务，大力开
展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宣传，为有意
愿创业的大学生提供政策支持，推荐、
指导高校毕业生申报省、市级优秀创
业资助项目，目前成功推荐6家企业申
报省级创业资助项目，9家企业申报市
级优秀创业资助项目。

开发就业见习岗位。拓宽未就业
毕业生就业见习渠道，协调指导就业
见习工作，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
基层就业，择优选择规模大、信誉好、
有行业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用人单
位作为就业见习基地，目前县域内共
有就业见习基地4家，提供就业见习岗
位61个。

做好“减法”
落实惠企政策

全面落实阶段性“减免缓”政策。

全面落实社保退费政策，减轻疫情期
间企业负担，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帮助企业共渡难关。截至目前，阶段
性减免企业养老保险费 926.71万元，
惠及企业242家；阶段性减免企业工伤
保险费 127.61万元，惠及企业 298家；
阶段性减免企业失业保险费 25.01万
元，惠及企业135家。

实施失业保险返还。贯彻落实失
业保险“企业稳岗返还”政策，对 76家
上一年度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发放
稳岗返还补贴39.45万元。

发放疫情相关援企稳岗补贴。为
5家企业发放春节当月保持连续正常
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稳定就业奖
补3.9万元，惠及员工390人；为福建永
辉超市有限公司政和店办理一次性稳
就业奖补，奖补金额 34.04万元，惠及
员工1056人次。为已完成简易岗前培
训的 4家企业共 764人，发放培训补贴
15.28万元。

做好“乘法”
搭乘各方优势

推出线上招聘活动。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平台，将“春风行动”招聘
会从线下转为线上，平台浏览17423人
次，电话咨询 893人次，与企业达成就

业意向 858人，组织线上面试 2期，吸
引 27家企业参加，511人参加面试会，
成功应聘 80人。通过“政和人社”“政
和掌上就业”“时空政和”等微信公众
号，连续动态发布岗位信息，发送手机
短信121867条，多渠道、高频度推送企
业招工信息，涉及企业42家，用工岗位
3315个。

加强对接协作。联合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扶贫办分别为退役军人、贫
困劳动力等重点就业群体精准推送招
聘信息，其中精准扶贫专场 4场、助残
贫困专场 1场、退役军人专场 1场，涉
及 65家企业，各类就业岗位信息 3752
条，发挥了就业招聘“线”“面”结合的

“乘”倍效应。实行点对点定向招聘，
参加云南、贵州等省劳务输入对接专
场活动，收集 36 家企业，1994 个岗位
需求。

助推返乡就业、返岗复工。做好
农民工返乡人员的宣传动员，发出《致
全县农民工朋友的一封信》《致外市在
政和县务工人员的一封信》，引导返乡
农民工理性认识疫情期间用工形势，
选择就近就地务工和呼吁外市在政务
工人员平安返岗复工，引导返岗复工
人数 5682 人。帮助对接石狮市人社
局，专车运送 16名务工人员前往石狮

企业返岗复工复产。

做好“除法”
打通政策堵点

深入开展“服务企业季”活动。成
立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各股室（中心）
责任人与11家企业挂钩帮扶复工复产
机制，走访联系企业57人次，帮助企业
解决困难31件。

实行网格化对接服务。响应“机
关联企业”活动，选派 1名联企干部高
质高效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实行网格
化对接服务，负责对接 5家企业，帮助
企业解决困难问题 17件，聚焦服务企
业用工、保障疫情防控消杀物资、宣传
企业社保费阶段性减免及人社系列惠
企政策等方面，做到防控疫情和生产
两不误。

加强监察执法规范企业管理。加
强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察和重点监
察，巡察用人单位68户，涉及人数2108
人；专项监察用人单位18户，涉及人数
857人；书面审查用人单位 41户，涉及
人数 1380人；处理欠薪投诉 18件，发
出整改指令书 3份，为 89名农民工追
讨工资 72.96万元，有效维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保障县内劳动关系和谐稳
定。 （通讯员 余榛）

做好“六稳”落实“六保”

政和：“加减乘除”法精准发力稳就业

今年以来，政和县落细落实“六保”“六稳”工作任务要求，通过做好“加减乘除”法，精准发力实施稳就业举措，对冲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千方百计兜牢民生底线，推动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海峡两岸信息服务创新大赛总决赛开赛
福建省2021届IT行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同期举行 本报讯 泉州市人社局推动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提速，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网上申报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依托
福建省 12333网上办事大厅开通稳岗返还网上
申领功能。目前，正常企业可通过网上申领系
统申报。

参保企业经办人员登录福建省12333网上办
事大厅（网址：http：//220.160.52.229：9001/ggfw⁃
wt-portal/portal/home），进入“失业保险申报”界
面—“业务办理”—“稳岗返还”—“稳岗返还申领”
模块，进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网上申报。申报后，
系统将自动接收网上申报材料和相关数据，各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企业稳岗返还申报管理”模
块开展审核。

参保企业经办人员还可通过福建省12333网
上办事大厅，进入“失业保险申报”界面—“相关
查询”—“稳岗返还”—“稳岗返还申领结果查询”
模块，查询单位名称、年度、申报日期、审核结果、
审核时间。 （通讯员 阮崇文）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网上申报提速

泉 州

本报讯 近日，泉州市丰泽区人社局组织工
作人员进社区入民户，为卧病在床、孤寡老人等
特殊群体进行养老资格认证。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让你们特地跑一趟”，
这是在入户过程中工作人员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根据统一部署，丰泽区通过城镇居民养老保
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手机小程序，实现待遇领取
资格刷脸认证、足不出户，方便城镇居民。针对
卧病在床、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该局还定期组
织相关工作人员上门为其办理资格认证，确保这
类人员按时领取养老金。对未完成本年度待遇
领取资格认证的待遇领取人员，将于2021年初暂
停其养老金发放，待其完成资格认证之后再从暂
停之月起恢复发放。 （通讯员 黄剑龙）

丰 泽 区

养老资格认证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 最近，沙县人社局落实扩大失业保
险保障范围政策，多角度宣传提升政策知晓度，
引导失业人员进行网上平台申领，并对 2019年
12月至今领取失业金期满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
一年人员，做好一次性补发及失业保险待遇核定
工作。

截至目前，该局已为 110名此类失业人员办
理失业保险待遇一次性补发或核定，一次性补发
失业保险待遇23.1万元；为24名失业人员办理失
业补助金，发放补助金1.14万元。

（通讯员 余嘉丽）

沙 县

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本报讯 日前，建瓯市人社局对“服刑人员”
数据逐条核查、比对，细化数据分析，查出28位服
刑人员冒领养老金，追回12名服刑人员冒领的养
老金24958.32元。

针对还在服刑人员，该局第一时间暂停发
放其养老金待遇，并联系合作金融机构，查询
服刑人员银行卡余额情况，如有余额，将从参
保人员银行卡余额中追回其服刑期间多领取
的养老金，不足部分联系家属，要求在其出狱
后及时退回。同时协调司法局、社区矫正中
心、乡镇等部门，通过数据联动准确掌握待领
取人员信息，全方位杜绝社保基金冒领、重复
领取等行为。 （通讯员 张倩）

建 瓯

核查违规冒领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