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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宁德市人社局、发改委、财政
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压实工作责任，切实组织做好
2022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

通知要求，持续强化跟踪摸底和动态
监测，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脱贫
人口实现就业，帮助已就业脱贫人口稳定
就业，推动全市脱贫人口（含返贫监测对
象）务工规模总体稳定，务工人数、吸纳脱
贫人口务工人数不低于上年，牢牢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失业返贫的底线。

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宁德市要求发
展产业促进就业。着力实施特色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3212”工程，创建现代农业

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
镇、“一村一品”示范村，促进乡村产业兴
旺，持续扩大就业容量，鼓励优先吸纳脱
贫劳动力就业。

同时，宁德市支持稳岗就业。健全摸
底排查机制，完善就业帮扶台账，建立重
点帮扶人员清单，实施动态跟踪、精准帮
扶。对有就业意愿未实现就业的，提供

“131”服务，帮助尽快实现就业，并建立帮
扶台账。对已经就业的，加强用工指导，
鼓励引导企业优先留用脱贫人口。继续
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兜底作用，依托乡村
建设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统
筹用好各类岗位，对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

弱劳力、半劳力和无法外出、无业可就的
脱贫人口实施托底安置。

宁德市还将面向脱贫劳动力等群体
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
创业培训，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落实职业培
训补贴。实施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推
动“SYB”创业培训和网络创业培训工作
开展。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加强劳务协
作对接，丰富拓展人员输出、技能培训、权
益保障、产业援建等协作内容，各地要进
一步提升中西部劳务合作维度，深化已建
立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对接交流长效机
制，明确岗位需求清单，落实人力资源服
务提升专项行动年度目标任务，促进两地

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此外，宁德市持续深化闽宁劳务协

作。确保“十四五”时期政策延续性。开
展劳务对接活动，共同推进脱贫劳动力
在宁德稳岗就业工作，进一步做实宁夏
籍脱贫人口来宁德就业实名台账，严格
按不同阶段政策施行，及时落实跨省就
业补助。

在强化政策落实方面，宁德市将实施
“雨露计划+”，引导脱贫家庭（含防止返贫
监测对象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中、高
等职业院校和技术院校教育，原补助标
准、资金渠道、发放方式保持不变，会同行
业部门做好动态监测。做好雨露计划毕

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发挥建筑、物流、电力
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作用，促进雨露计划
毕业生实现就业。

宁德市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争取
国家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财政
及省级预算内以工代赈资金支持，尽量提
高以工代赈项目资金中劳务报酬发放比
例。在农村生产生活、农村交通、水利、文
化旅游、林业等基础设施领域大力推广以
工代赈方式。鼓励和引导县级在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时大力推广以
工代赈方式，因地制宜确定适合采取以工
代赈方式实施的项目，组织动员农村劳动
力参与工程项目建设，帮助脱贫群众稳就
业、促增收。

宁德市梳理打包脱贫人口就业帮扶
政策，公布政策清单，按规定做好就业创
业服务补助、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担保贷
款及贴息、交通费补贴、就业帮扶基地奖
补等政策落实。优化经办服务流程，推动
线上办、简便办、提速办，便利脱贫人口及
用人单位申请享受。

近日，经宁德市、蕉城区两级人社
局、总工会以及宁德市交通局的共同指
导，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举办工资集体协商会议。

在平等信任、和谐友好的协商氛围
下，职工方和企业方代表就金牌司机和
优秀车队长的评选激励机制、网约车司
机节假日福利、困难补助、培训活动以及

职工工资分配制度进行协商讨论。双方
摆事实、讲法律，互相理解、有理有据，最
终达成企业和职工双方满意成果，正式
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深圳万顺叫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德分公司由此成为宁德市首家签订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的新就业形态企业。此
次集体协商会议也为宁德市推进新就业

形态集体协商工作提供新经验。
据介绍，宁德市各级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四部门将持续推进新业态行业
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3+2”专项行动，
全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维护
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
全社会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良好
氛围。

新就业形态企业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近日，宁德市人社局、财政局发布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申请操作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在上级人社部门发布内容
的基础上，细化补充了培训补贴标准、工
作流程示例、一次性告知内容等相关内
容，增强了操作性和指导性。

指南明确，学徒培训对象为企业新招
用人员、转岗人员、劳务派遣人员。

在企业主要通过企业导师带徒方式，
在职业院校主要采取工学一体化教学培
训方式。学徒培训期满，参加职业技能鉴
定、技能等级认定或结业（毕业）考核，合
格者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
证书、毕业证书。

指南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自主
对学徒进行技能评价。支持企业推行“车
间+教室”互动培训教学，推广集中学、分

散学、掌中学、网上学等创新培训模式。
指南要求，每年累计总学时原则上

不少于 260 学时（每学时不少于 45 分
钟），操作技能课程学时原则上不少于
总学时的 60%。支持企业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培训和考核，线上
培训平台统一采用网络学院，线下培训
以企业导师带徒方式为主进行授课，课
时作为实践课时计算，企业导师带徒实
操课程可在员工操作岗位上进行。

企业组织学徒参加职业资格评价或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或结业考核，合格者取
得不低于培养方案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等。已实施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企业，可
按照有关规定自主对学徒进行技能评
价。对于国家、行业未颁发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行业企业工种岗位规范、专项职业

能力考核规范的培训工种，可由职业院
校、企业按培训计划实施后自主组织结业
考试（考核），考试（考核）合格者取得相应
培训结业合格证书，该证书可作为申领技
工院校非全日制毕业证书凭证。

企业在开展学徒培训前将有关材料
报当地人社部门备案，经人社部门审核
后列入学徒培训计划。培训计划通过
后，按规定向企业预支 50%的补贴资金，
为便于资金监督管理，该部分补贴资金
锁定在企业账户，不可用于其他用途，根
据学徒培训完成的进度和相关要求，由
管理平台统一解锁补贴资金。学徒培训
任务完成且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企业向
所在地人社部门申请剩余 50%的补贴资
金。经企业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通过
后，锁定的资金解锁，并向企业据实拨付
剩余 50%的补贴资金。

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申请操作指南发布

“您好，您家里现在有住着几口
人？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刚到霞
浦的第一天，宁德市人社局派往支援
霞浦的第二批 3名党员干部志愿者就
积极投入到紧张的疫情防控工作当
中。

“白天，我们分组去社区熟悉环
境，摸排高风险区住户情况，了解群众
需求。晚上，我们主动要求值夜班，有
时候一天工作 20多个小时，真怕自己
心脏受不了。”宁德市人社局党员陈
景斌说，“但我想，我是我们局这一批3
人中党龄最长、年纪最大的，要给年轻
人做好榜样。我相信自己能行。”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
国家的安宁，哪里有我们小家的美
满。”党员姚谋锹利用休息间隙，给家
里的 2个孩子拨打视频电话，叮嘱孩

子一定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孩子在电
话的那一头，乖巧地回答：“爸爸，你一
定要平平安安回来！”

“守住社区大门，就守住疫情防控
的第一道安全门！”为做好封控社区管
理工作，宁德市人社局干部郭智杰每
天值班时，都坚持在执勤点位进行全
面检查，解决突发状况和实际问题。

“我参加过‘0409’宁德疫情高速路口
执勤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只要群众
有需要，我们一定保障到位。”

宁德市人社局的 3名党员干部志
愿者，每天负责城北社区出入口封闭
管理、物资配送工作，协助高风险区垃
圾分类、做好环境消杀和垃圾转运工
作及社区内核酸检测点秩序维持工作
等，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人社党员
干部的担当和责任。

霞浦抗霞浦抗““疫疫””人社在行动人社在行动
宁德市人社局党员志愿者守住疫情防控安全门

宁德市五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切实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

7月27日，《2021福建省福利彩票社会责任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在福州发布。这是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
中心发布的第5份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报告以丰富的图
文和详实的数据，全面解读了2021年福建福彩的社会责
任，介绍了2021年福建福彩公益金筹集使用和自身建设
的情况，展示了“公益、责任、阳光”的福利彩票形象。

报告指出，2021年，全省福彩人鼓舞斗志，克服困
难，顶住压力，推进我省福彩事业高质量转型发展，收获
满满。全年福利彩票销售 39.93 亿元，销量同比增加
9.32亿元，增长 30.45%，增幅排名全国第 3位。销量全
国排名第16位，前进2位。代扣代缴中奖者个人偶然所
得税1.65亿元。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
2021年福建福彩筹集公益金 12.9亿元。在福彩公益金
的使用上，充分诠释“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
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承诺，重点用于为老年
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服务的社会福利项目
和受助对象直接受益的社会公益项目，为全省社会福利
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福建福彩凝聚各方力量播散爱心的种子，发挥彩票
公益金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等诸多方面的
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重要力量。报告显示，
2021年，中央下达福建省彩票公益金 8346万元，其中，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 3897
万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4449万元。省财政厅安排民政部
门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25361.6万元。

“福建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布的 2021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不仅是向社会公众交上了一份答卷，还体现了全
省福彩人坚守公益初心、履行社会责任的决心。”福建省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将再接再厉，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努力促进福建省福彩事业高
质量转型发展，切实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促进公益
事业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贡献力量，为人民的美好生活
增福添彩，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方便社会公众和购彩者阅读，报告电子版将在福
建福彩官方网站、福建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

福建福彩发布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

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对招聘单位和求职个人全部免费服务。
咨询电话：0593-2888025
网络支持：
宁德市人力资源网http://rsj.ningde.gov.cn/ndzyjs
中国海峡人才网宁德频道http：//nd.hxrc.com

找工作就到宁德市人力资源市场

宁德市人力资源线上招聘会

参会企业岗位信息
［信息三周有效］

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员 20人，大专及以上学历，

月工资 6400~6800元，工作地点：宁德，联
系 人 ：裴 女 士 15954299159，邮 箱 ：
ATL-ZP@ATLbattery.com。

宁德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机修钳工 3人，大专学历，月

工资 4500~6000元，工作地点：宁德，联系
人：余小姐 0593-8920082；制造业机修钳
工 8人，月工资 4500~6000元，工作地点：
宁德，联系人：王先生15259375557。
宁德骏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市场专员 1
人，大专学历，月工资 4000~8000元，工作
地点：宁德；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汽车
销售 4人，月工资 5000~20000元，工作地
点：宁德；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新媒体
专员 1 人，月工资 4000~8000 元，工作地
点：宁德，联系人：董女士13950506277。

福建省南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播 5人，月工资 3500~20000元，大

专，工作地点：宁德，联系人：关锦辉
0593-2731113、2727056；农、林、牧、渔业
检验员 1人，月工资 3000~4000元，高中，
工 作 地 点 ：宁 德 ，联 系 人 ：薛 女 士
0593-2727056。
福建荣耀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员3人，月工资3500~5000元，大
专，工作地点：宁德，联系人：郑艳艳
13178282529。

福建巨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淘宝天猫客服 2 人，月工资 2500~

4000元，中专，打字速度快，有耐心，工作

地点：宁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拼多多运营店长 3 人，月工资 2500~
4500元，中专，工作地点：宁德；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客服专员1人，月工

资 2500~4000元，大专，打字速度快，有耐

心，工作地点：宁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运营助理 5人，月工资 2500~
4500元，中专，工作地点：宁德，联系人：陈
经理15159306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