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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市市保保就就业业持持续续““放放大大招招””
□本报记者 张晶 文/摄

2018年， 本市深入实施
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 出台贯彻落实国
务院促进就业工作实施意
见，全市就业局势稳中向好。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去年全年，本市城镇新增
就业42.3万人， 完成任务目
标的117.5%。 2019年，将努力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万人，
开展城乡劳动者职业培训
110万人次。

形势概述———
培训 创业 安置劳动力
去年本市多措并举促就业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 为稳步推进知识型 、 技能
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 去
年， 他们通过服务首都高精尖产
业发展， 加强急需紧缺技能人才
培养， 培训高精尖产业技术技能
人才26万余人次， 全年培训各类
城乡劳动者达182万人次。

同时， 服务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 全年扶持创业1.05万人， 带
动就业2.93万人； 认定第三批市
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10家， 大学
生创业板入板展示企业达85家；
成功举办 “创业北京” 创业创新
大赛， 征集创新创业项目691个，
优选36个项目发放奖金344万元；
强化 “一生一策” 帮扶， 困难家
庭高校毕业生全部就业， 北京生
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97.4%。

此外， 还安置生态涵养区等
农村地区劳动力1.2万人到城市
公共服务岗位就业， 促进了农民
增收； 加大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帮
扶，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4万
人； 鼓励用人单位招用、 公益性
安置 ， 促进城乡困难人员就业
15.2万人。

记者了解到， 2018年， 本市
还紧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
“放管服” 改革， 合并办理就业
登记 、 社保登记和劳动用工备
案， 推进人力社保 “一网通办”；
加快 “就业超市” 建设， 丰富社
保移动端和网上服务平台功能，
各项业务基本实现网上办理； 通
过应用大数据系统， 优化人力资
源配置， 让 “百姓少跑腿、 数据
多跑路”； 将服务效能提升融入
“街乡吹哨 、 部门报到 ” 改革 ：
举办 “回天地区” 社区化专场招
聘会， 出台精细化公共就业服务
实施细则， 积极探索职住平衡就
近就业新路子。

重点聚焦———
围绕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
以培训促进就业

2018年， 市人力社保部门面
向行政办公区周边乡镇开展维修
电工、 智能楼宇管理员、 保安员

等各类培训班30个， 培训1500余
人。 与行政办公区对接， 明确就
业岗位3400个 ， 目前已促进500
余名农村地区劳动力实现就业。
同时， 还与通州城市管理类岗位
对接 ， 在环卫 、 消防 、 高速收
费、 流动协管等领域促进1000余
人就业， 并开展中式面点师、 养
老护理员、 叉车司机、 智能楼宇
管理员等多个工种的职业技能培
训班， 培训3420人。

围绕环球主题公园， 可提供
直接就业岗位近万个、 间接岗位
10万个的需求， 实施北京环球主
题公园就业培训 “1531” 工程 ，
即利用4年时间培训1万人， 其中
包括开展创业培训1000人， 技能
培训5000人 ， 提升培训3000人 ，
高技能人才培养1000人， 据悉 ，
目前已培训近万人。

推进就业服务
让劳动者成为受益者

2014年以来， 市人力社保部
门先后组织了13场大规模机场建
设地区专场招聘活动， 提供就业
岗位近2万个， 并建立重点企业
岗位输送长效机制。 2018年， 本
市进一步调整机场地区就业扶持
政策， 将覆盖范围由两镇扩大至
七镇， 同时将毕业年度内大学毕
业生、 退役未超一年的士兵等群
体纳入招用范围， 覆盖人员从5.1万
人增至14万人。 针对临空经济区
产业岗位需求的客观实际， 制定
1+N职业培训政策， 培育更多复
合型实用技能人才。 在榆垡、 礼
贤两镇建立职业技能实训分基
地， 设置物流管理、 消防中控、
智能楼宇、 电瓶车等培训工种，

开展有针对性的定岗 、 订单培
训， 累计培训各类技能人才近万
人次。

聚焦重点， 大兴区还建立了
“1+7” 就业服务模式， 在为航企
指定1名服务专员的基础上， 提
供包括前期对接 、 发布招聘公
告、 组织报名、 面试指导、 协助
组织考试、 岗前及在职培训、 落
实 就 业 优 惠 政 策 的 七 项 就 业
服 务 措施 。 在推进机场就业服
务工作中， 劳动者成为实实在在
的受益者。

家住榆垡镇南各庄村的武海
峰就是其中之一， 他父母年迈，
孩子上学， 妻子又怀上了二胎，
他希望能在家门口就业， 方便照
顾家庭。 通过区人力社保局组织
的职业指导， 武海峰顺利通过了
面试， 并在榆垡镇职业技能实训
基地接受了系统培训， 被中航油
录用， 成为新机场首批飞机加油
员。 据悉， 2018年， 大兴区向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共输送了500余
名本地劳动者作为储备性用工。
2019年， 大兴区计划输送2000名
周边地区劳动者就业。

服务延庆冬奥世园会
制定大培训方案

2018年， 市人力社保部门与
延庆区制定了5年10万人次的大
培训方案， 指导延庆区搭建了区
级培训政策体系， 引进了全市优
质培训资源， 围绕赛会保障、 冰
雪产业、 园艺产业、 餐饮服务 、
志愿服务和实用技术等领域， 共
培训2.15万人次。

一方面， 围绕冬奥会、 世园
会 服 务 保 障 不 同 层 次 的 岗 位
需 求 开展培训 ， 充分融合精品

化培训和常规化培训， 利用区内
外及国内外优质培训资源， 将理
论学习和实训锻炼相统一， 打造
冰雪技能人才高级培训班、 世园
置业公司精品客房服务培训班等
高端培训， 还有计划的开展储备
性培训， 建立梯次管理体系， 真
正做到培训一批、 上岗一批、 储
备一批。

另一方面， 围绕日益壮大的
冰雪产业、 园艺产业及新兴产业
发展需求， 瞄准产业发展趋势及
全产业链人才需求， 以用工企业
岗位标准为着力点， 面向城乡劳
动力和服务冬奥世园的主要企业
开展菜单式和订单式培训， 分别
按照 “机构举办、 个人参加、 政
府买单” 和 “企业下单、 机构培
训、 政府服务” 两种模式， 针对
有培训意向的城乡劳动力和有技
能水平提升需求的企业提供个性
化培训服务， 分批次、 分层次、
分年度开展培训， 力争实现技能
培训全覆盖。

政策支持———
企业和个人均可享受就

业优惠政策

记者了解到 ， 为落实本市
《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
人力社保局分别针对企业和个人
制定了不同的政策措施， 通过支
持企业稳定发展， 鼓励创业带动
就业， 优化公共就业服务， 开展
技能培训等， 千方百计促进本市
城乡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
分就业。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对于企业， 他们将加大稳岗
支持力度，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 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

失业保险费的50%。 对面临暂时
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坚
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加大返还力度。 同时， 增加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 在本市注册经营
的小微企业，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额度提高到300万元。 另外 ， 还
提高了单位招用岗位补贴， 鼓励
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城乡就业困难
人员、 退役士兵、 企业分流职工
等 ， 岗位补贴提高到每人每年
8000元。

对于个人， 他们将增加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 ， 凡是符合条件
的， 即给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30
万元的支持。 同时， 鼓励劳动者
提高职业技能， 对本市城乡就业
困难人员， 给予培训期间的生活
费补贴； 对培训合格的， 给予职
业培训补贴， 调整充实职业培训
补贴工种目录 ， 扩大政策受益
面。 此外， 还实行了常住地就业
服务， 本市失业人员、 有转移就
业要求的农村劳动力可在常住地
社保所办理登记失业、 转移就业
登记等业务， 就近享受就业创业
服务， 并申请市级和常住地所在
区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城乡就
业困难人员可在常住地接受就业
援助。

2019计划———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8万人
培训城乡劳动者110万人次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就业稳定是实现首都功能的
基础， 今年， 他们将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 ， 按照 “稳就
业” 要求， 精准实施就业帮扶，
努力实现城镇新增就业28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
率分别控制在5%和3%； 强化职
业技能培训， 开展城乡劳动者职
业培训110万人次； 制定促进猎
头机构发展优惠政策， 推动创业
园区、 创业孵化基地和新型孵化
模式发展， 撬动市场力量以创新
创业带动就业。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今年， 他们将为在校大
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指导、
专场招聘活动， 促进供需双方提
前匹配 。 推进大学生创业板建
设， 吸引带动更多风险投资和社
会资本参与支持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 完善公共创业服务体系，
联合社会教育资源开展 “千名创
业导师培育工程”， 组织各类创
业竞赛和优秀创业项目遴选 ，
打造 “创业北京” 创新创业服务
品牌。

同时， 深化落实 《关于全面
加强新时代首都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的实施意见》， 实施职工专项
技能提升计划 ， 围绕高精尖产
业、 文化创意产业， 以及服务重
大赛会活动、 城市运行和重大项
目建设、 民生服务领域， 开展专
项培训。 建立 “招工即招生、 入
企即入校、 企校双师联合培养”
的新型学徒制培训模式， 鼓励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 健全培训、 实
习、 就业全链条服务机制， 推行
订单定岗定向培训， 为冬奥会、
世园会及大兴国际机场、 城市副
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支撑。

为稳就业： 今年全市拟新增就业28万人， 培训110万人次

对不裁员减少裁员的企业返还上年度失业保险费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