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泉州市日前启动“迎建党百年
华诞‘护薪’我们在行动”活动，从即日起至
6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护薪”行
动，同时启用“泉州市欠薪投诉举报”网上受
理平台，被侵犯合法权益的劳动者通过手机

“扫一扫”功能，就能实现网上维权。
活动中，泉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党支

部、德化县人社局党支部、中建海峡（厦门）
公司泉州事业部党总支签订“护薪行动”党
支部结对共建协议。德化县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领导小组与有关成员单位签订《联合
推进“护薪”行动责任书》。

泉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有关负责人
表示，“共建活动强化了党建领引和党员模
范带头作用，做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
度融合，实现三方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为提
升泉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水平，提升
人民群众满意度，全面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
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泉州市根治欠薪
网上受理平台正式上线，合法权益一旦被
侵犯，劳动者只要拿起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输入投诉信息，案件就能马上提交到全市
各级人社部门进行调查核实。部分企业也

展示了用工企业在“护薪”行动中的勇气和
决心，当场宣读《创建“无欠薪项目部”承诺
书》，设立“护薪监督员”和“欠薪举报投诉
箱”，“创建‘无欠薪项目部’”告示牌在施工
现场亮牌揭幕，实现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督
双线并行。

活动现场，德化县各相关部门还开展
“护薪”行动、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工伤预防、
综治平安建设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咨询宣
传活动，随后共建单位党员干部前往德化丁
乾村党支部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通讯员 吴宗宝黄泽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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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省人社厅以稳就业
保就业为主线，聚焦惠企惠民政策落实落
地，治痛点、疏堵点、解难点，着力为群众
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全力提升企业群
众对就业工作的满意度、获得感。

聚焦就业困难“痛点”，着力帮扶困难
人员。始终把脱贫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
以及农村低收入人口等作为重点就业帮
扶对象，组织开展“131”服务行动，为失业
人员提供至少1次职业指导、3个适合的岗
位信息、1个培训项目，确保困难群众求职
有门，帮助有方。维护灵活就业人员权
益，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给予社
保补贴，探索发放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补
贴，多方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和新业态从业
人员后顾之忧。加大对零就业家庭、大龄
就业困难人员等困难群体就业保障力度，

支持地方开发公益性岗位，对通过市场渠
道难以实现就业的进行托底安置，兜住兜
牢困难群众的民生底线。

聚焦政策落实“堵点”，着力打通“最
后一公里”。坚持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
化、清单具体化，建立政策清单、任务清
单、督办清单，跟进政策解读、细化工作规
程，畅通申领渠道，简化办事材料。目前，
我省失业保险业务全程网办，参保失业人
员只需社保卡（或身份证）、银行帐号即可
进行线上申领失业保险金。对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惠企政策探索推行“政策找企”

“免申即享”，通过大数据平台、短信、微信
等方式，将优惠政策、享受金额等信息点
对点推送至企业，企业仅需在“福建省人
社12333公共服务平台”确认后即可享受。

聚焦企业发展“难点”，着力做好援企

稳岗。实施稳产稳岗“四留”政策组合拳，
采取发放一次性稳就业奖补、一次性留工
奖补等真金白银措施，给足“用工红包”

“留工红包”，降低企业稳岗留工成本。据
不完全统计，至 3月底全省各级人社部门
已发放 3.36亿元，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
27.21万人。

此外，围绕保障企业用工，我省组织
开展“八个一批”活动，通过就近就地留下
一批、借用调剂一批、挖掘增量一批、劳务
引进一批、组织招聘一批、精准推送一批、
培训培养一批、“点对点”保障一批，解决
企业用工需求，助力企业生产发展。目前
举办招聘会 602场，组织 2.18万家（次）企
业参加招聘会，提供岗位 107.13 万个
（次），达成就业意向7.36万人。

（记者 张寅）

本报讯 近年来，南安市人社局
通过织好审批服务网、筑牢就业稳定
器、建好人才强磁场、撑硬维权保护
伞等举措，强服务、强保障，打出优化
营商环境组合拳，进一步提升服务质
量和效能，做好企业后盾。

重新梳理163项行政审批和服务
事项，缩短劳务派遣业务许可办理时
限，将专网办件的办件结果数据纳入
电子证照库，设立社保中心流动咨询
服务岗，优先启用智能自助填报终端，
实现“一窗通办”模式，推进“不见面经
办”，开通社保“微信服务专号”，专人
在线受理业务、指导服务。2020年以
来，累计为企业减负约3.74亿元。

率先在泉州市各县（市、区）出台
复工稳岗十六条措施、就业扶贫等暖
企政策。发放安居补助 4批次 2975
人、1108.06万元。全省首创“政府+
企业+异地商会”三方联动校企合作
南安模式，依托异地南安商会设立
17个南安市首批校企合作联络站、
劳务协作工作站。开通南安市企业
人力资源共享平台和省、泉州、南安
三级线上招聘渠道，举办一系列招聘
活动。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截至

2020 年底，企业职工培训 12026 人
次，补贴资金1679.35万元。

建立“层次+贡献+企业评价”的
人才评价体系，试点推行企业自主评
价，新增泉州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自
主评价试点企业 13家，指导高层次
人才自主评价试点企业开展人才自
主认定，指导南安市石材协会开展石
材产业星级人才评价工作。指导成
立南安市高层次人才协会，开设高层
次人才服务专区，配备人才专员开展

“点对点”服务。完善“南安智酷”人
才信息化服务平台，开展常态化、无
纸化人才申报。2020 年以来，新增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1人、进站
博士后 3人，泉州市、南安市高层次
人才582人、595人。

宣传普及劳动法律法规和有关政
策，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检
查行动，严惩欠薪违法行为，按时开展
信用等级评价。2020年以来，检查用
人单位和建筑工地近300家，检查劳动
合同3万多份，评定65家A级企业，公
布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3起，促进劳
资关系和谐专项行政考核被泉州市委
改革办评定为A级。 （通讯员罗丹）

南 安 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浦 城 疏解养老保险服务堵点
本报讯 最近，浦城县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中心打通服务堵点，对
服务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进行动态
调整，为民提供简约、高效、便民的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服务，用心用情
解决办事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

该中心现有 5个公共服务类审
批服务事项，9个子项，网上可办率
达到 100%。其中，城乡居民参保登
记、个人基本信息变更、个人权益记
录打印、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4个子
项已实现全程网办“一趟不用跑”，其
余 5 个子项全部实现“最多跑一
趟”。同时简化审批程序，县、乡、村
三级经办人员及时审核申报办件，对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要求的，立即启
动办理程序；对材料不齐全的，一次
性告知所需补齐补正的材料。

“服务方式呈现多样化特点，目

前85%的服务事项实现了与乡镇（街
道）人社所及各村协理员多点办理、
同城通办，并最大限度地允许部分服
务事项采用委托代办、网络传送和快
递送达等方式，群众办事更方便、顺
畅。”浦城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道。

“为确保养老金待遇按时足额发
放，中心针对群众实际提供上门服
务。”该负责人介绍，中心摸排收集辖
区内 80岁以上高龄、重度残疾与行
动不便的待遇领取人员信息，提前电
话询问是否需要上门协助办理，安排
工作人员入户服务，深入宣传微信、
支付宝端自助认证的线上服务方式，
让群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足不出户
自行认证，让老人们真心感受到老有
所 依 、老 有 所 养 的 社 会 温 情 。

（通讯员张维乔）

顺 昌 优化失业保险服务常态管理
本报讯 今年以来，顺昌县人社

局不断优化窗口服务，强化常态管
理，全力做好失业保险各项工作。

该局采取线上申请、线下受理相
结合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
及时发放失业保险待遇，今年累计为
全县 986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
金、医疗补助及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
助共计474.42万元，同时每月比对核
实领取失业金人员的养老工伤参保
数据、就业状态，确保失业保险基金
安全。

对县内符合面临暂时性生产经
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
少裁员等条件的企业，发放受影响
企业稳岗返还补贴 242.64 万元，鼓

励企业稳定岗位，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

失业补助金发放方面，通过电话
核实、数据比对等方式，动态掌握申
领人员就业、退休等情况，对不符合
条件的人员及时停发相关待遇，确保
失业补助金安全有序发放。今年累
计发放失业补助金619.49万元，惠及
失业人员 2033人，受理来访政策咨
询120余件。

同时，引导办事群众通过手机小
程序申请技能提升补贴，畅通办理渠
道，提高办事效率。今年共审核通过
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线上申请 41
人次，拟发放补贴6.25万元。

（通讯员杨丽梅 李玲）

问：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
人事争议，可通过哪些途径解决？

答：发生劳动人事争议，劳动者
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
途径解决。

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
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
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不
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
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
解；当事人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
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
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

问：发生劳动人事争议可以向哪
些组织申请调解？

答：劳动人事争议着重调解。当
事人发生劳动人事争议后，可以向下
列调解组织申请调解：（1）企业劳动
争议调解委员会或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2）依

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3）
街道（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

经调解组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
的，可以签订调解协议。其中，因支
付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
补偿或赔偿金事项达成调解协议，用
人单位在协议约定期限内不履行的，
职工可以持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
申请支付令。调解不成的，可以按仲
裁管辖规定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也可以不经
调解程序直接申请仲裁。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双
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可以组织案
前、庭前、庭中、庭后调解。经调解达
成协议的，由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依法制作仲裁调解书。仲裁调解
书自当事人签收之日起发生法律效
力，当事人反悔提请诉讼的，人民法
院将不予受理。当事人逾期不履行
仲裁调解书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常见问答（一）

维权小贴士

本报讯 最近，农民工占某等人到武
夷山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投诉称，福建
省合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拖欠其工资
7000余元。

案件受理后，武夷山市劳动保障监察
大队立即开展核实调查，一边耐心向当事
人宣传相关法律规定，维护其合法权益，
一边认真分析案件基本情况，寻求尽快解
决问题的关键和切入点，依法进行调查。
经过多次协调，双方最终协商达成一致，
在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福建省合道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向占某等人足额支付了工资。

为更好及时发现并纠正用人单位存
在问题，强化用人单位主动遵守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意识，最近，武夷山市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加强开展劳动保障监察日常
巡查，深入各类用人单位，全面检查用人
单位劳动用工情况，包括各单位营业执
照及副本、劳动用工合同登记台账、工资
发放表以及社会保险凭证等。

巡查中，工作人员主要针对用人单
位在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签订
劳动合同、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建
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工资支付、参
加各项社会保险等方面开展检查，并针
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下发《武夷山
市在建项目检查存在问题书面告知函》
22份，要求企业在 15日内对所列出的问
题清单进行整改。

（通讯员 柯丹宁）

武夷山市讨薪维权暖人心本报讯 4月起，光泽县人社局通过
查看资料、实地走访、召开座谈等方式，
对全县在建项目工资支付工作开展检
查。

检查内容涉及三方面：对在建施工企
业实施“三查”，即查欠薪隐患苗头、查历
史欠薪存量案件、查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及
国企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确保农民
工按月足额拿到工资；检查在建施工企业
落实“四个全覆盖”情况，确保专职劳工管
理制度、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支付制
度、信息公示制度及应急预案制度等5项
制度落到实处；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对在建项目逐项核实
制度落实，记录排查结果。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对
企业下发整改函，要求用人单位及时整
改并反馈整改情况。（通讯员 梁启文）

光
泽
：
排
查
隐
患
保
障
农
民
工
资
支
付

本报讯 近日，福州在全市部署开展和
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暨“和谐同行”企业培
育共同行动，面向工业园区、企业和乡镇（街
道）开展指导服务，提高劳动用工管理水平，
培育“企业关爱职工，职工热爱企业”文化理
念，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劳动关系和谐单位典
型。

2020年以来，党组织健全、在创建活动
中表现突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单位可申
报参评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单位。参评单
位对照创建标准自评打分，县（市）区三方进

行初审、实地考察、考评打分，经会议讨论通
过并在辖区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于5月31
日前上报。福州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对各
地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实地考核，形成考核报
告，拟定劳动关系和谐单位名单，经会议综合
评审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发文确认福州市
劳动关系和谐单位，并举办授牌仪式，总结推
广先进经验和做法。

需要注意的是，申报参评“福州市劳动
关系和谐工业园区”“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
乡镇（街道）”的创建标准分不低于 85 分，

“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标准分不
低于 80分，自评分值未达标的单位不得申
报。 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单位可享受14项
联合激励政策。

目前，福州市共有 7家企业评为国家模
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212家企业、9个工业
园区、9个乡镇（街道）评为省级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工业园区、乡镇（街道），372家企业、
6个工业园区、23个乡镇（街道）评为市级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工业园区、乡镇（街道）。

（记者张寅）

福州启动劳动关系和谐单位评选

让惠企惠民政策落实落地
我省人社部门着力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

人 社 服 务

▲将乐“人策匹配机
器人”为民提供精准服务

▲福州“点对点”保障来
榕务工人员返岗

▲

漳浦搭
建 24 小时在线
就业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