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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 高校毕业生 “红利” 来了

四四部部门门精精准准服服务务贯贯穿穿招招聘聘月月

【现场直击】
百家民营企业进校园揽才

4月18日 ， 市人力社保局 、
市教委、 市总工会、 市工商联四
部门， 在北方工业大学体育馆联
合举办了 “2019年民营企业招聘
月北方工业大学校园招聘会 ”，
参加活动的民营企业共计101家，
包括创业企业6家 、 天津企业3
家， 提供就业岗位1995个， 招聘
专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 市场营
销、 会计、 电子、 机械专业。 人
社部、 教育部、 全国总工会、 全
国工商联有关部门领导专门来京
考察指导民企招聘月活动。

招聘会现场， 还为参会毕业
生提供了求职登记、 就业创业指
导、 劳动关系政策、 社会保险政
策、 档案管理政策等咨询服务，
并邀请了智联招聘、 锐仕方达等
4家社会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 现场为民营企业和毕业生提
供服务， 此外， 还将民营企业招
聘月与退役大学生士兵招聘活动
相结合， 集中为退役大学生士兵
提供优质岗位。

记者了解到， 今年的民营企
业招聘月服务对象以民营企业、
中小微企业为重点， 同时面向各
类用人单位； 以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群体和来京务工的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 有就业意愿的本
地区低收入农户劳动力、 转岗下
岗职工为重点， 同时面向在2019
年 “就业援助月” “春风行动”
“毕业生就业服务月” 专项就业
服务活动中未实现就业的服务对
象等各类求职者。

【面向企业】
提供用工指导服务

四部门要求， 招聘月期间，
各区要联合开展用工指导服务，
主动对辖区内的产业园区和民营
企业进行走访， 充分了解企业经
营状况、 发展前景和政策落实、
用工需求、 招聘难点等情况， 认

真听取企业对完善政策、 强化服
务的意见建议， 为企业送上 《就
业服务联络卡》 和 《就业服务手
册》， 向其介绍公共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可提供的相关服务。 要按
照精细化公共就业服务相关规
定， 与有服务需求的用人单位签
订 《日常服务协议》， 建立日常
服务关系， 为其提供全方位公共
就业服务。

针对民营企业、 初创企业、
中小微企业特点， 提供劳动合同
签订、 工资支付、 社会保障、 劳
动 争 议 处 理 和 参 加 工 会 组 织
等 方 面 的 咨 询 服 务 和 法 律 援
助 。 同时， 通过举办政策宣讲、
用人指导讲座， 帮助用人单位了
解有关就业优惠政策； 结合招聘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帮助企业科
学制定招聘计划， 为企业提供岗
位设置、 招聘条件等方面的指导
和咨询服务， 促进企业规范合理
用人。

市人力社保局有关部门表
示， 本市还根据民营企业发展阶
段的不同特点和需求， 为民营企
业提供了精准识别、 精准指导、
精准匹配 、 精准支持的 “四精
准” 全方位服务， 使服务贯穿民
营企业招聘的全过程， 在每一个
阶段都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
指导和帮助， 服务项目也由原来
4个方面8项服务增加到现在的6
个方面18项服务。

【面向求职者】
招聘服务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服务月期间， 各区将根据本
地实际 ， 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 深入产业园区、 高等院校、
社区等求职人员较为集中的场
所 ， 并根据区域的求职人群特
点， 因地制宜组织灵活多样的行
业性、 专业性、 小型化、 社区化
定向专场招聘会。

现场招聘活动， 将为参会人
员提供求职登记或简历信息登记
服务。 求职人员也可在 “就业超
市” 一站式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

（ www.bjrbj.gov.cn/jycy/jycs/in鄄
dex.html） 办理求职登记或简历
信息登记， 自助享受就业指导、
用人指导、 匹配测评、 精准求职
招聘等线上服务。

活动现场还将设立政策咨
询、就业创业指导、技能培训咨询
等服务台， 为参会单位和个人提
供相应的就业创业服务。 招聘活
动后， 相关部门还将跟踪了解用
人单位招聘进度和求职者应聘等
情况，为其做好后续服务支持。

市人力社保局将继续开展
“百姓就业 ” 进校园 、 进社区 、
进企业等系列活动， 通过举办以
“百姓就业-雏鹰展翅 ” 为专题
的校园系列公益活动， 精准对接
民营企业和高校毕业生。

本市首次公布鼓励企业
稳定和扩大就业政策清单

近期， 市人力社保局首次公
布了鼓励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政
策清单， 政策主要以 “降、 返 、
补” 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 包括
北京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的政策、
支持企业职工提升技能政策和支
持企业稳定岗位政策等。

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的政
策———

No.1：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
对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
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城镇登记失
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 复员转
业退役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 高
校毕业生、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
工和失业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等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
职工人数25% （超过100人的企
业达到15%）、 并与其签订1年以
上期限劳动合同的， 经办金融机
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
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最高不超
过300万元， 并由财政部门按相
关规定贴息。

No.2：定额税收减免政策。企
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以及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
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
记证 》（注明 “企业吸纳税收政
策”）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
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
保险当月起，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
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7800元。 税
收政策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

No.3： 用人单位岗位补贴和
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本市行政区
域内的企业、 民办非企业单位、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及个体工商
户等各类用人单位， 招用本市登
记失业和农村就业困难等人员
的， 依法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 按规定缴纳职工社会保
险、 按月足额发放不低于当年本
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1.2倍的工
资， 可申请享受岗位补贴和社会
保险补贴。 其中， 岗位补贴标准
为每人每年8000元。 社会保险补
贴以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标准的60%为最高补贴基数， 低
于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
准60%的， 按照实际缴费基数予
以 补 贴 。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补 贴
19%， 医疗保险补贴10%， 失业
保险补贴0.8%。

No.4： 就业见习补贴政策 。
对吸纳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16-24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
的单位， 给予一定标准的就业见
习补贴， 用于见习单位支付见习
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 为见
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以及对见习人员的指导管理费
用。 对见习人员见习期满留用率
达到50%以上的单位， 可适当提
高见习补贴标准。

支持企业职工提升技能
的政策———

No.1： 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

贴政策。 凡依法参加失业保险3
年以上、 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
职工， 可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
内， 通过互联网渠道 （市人力社
保局官方网站的公共服务平台、
市人力社保局微信公众号 “北京
12333” 、 市 人 力 社 保 局 官 方
APP）， 或到本人户籍地 、 居住
地街道 （乡镇） 社保所申请技能
提升补贴。 2019年1月1日至2020
年12月31日， 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条件放宽至参保1年以上。 已享
受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的企业职
工， 可按规定申请享受不同职业
或同一职业更高等级的补贴。

技能提升补贴标准按照取得
证书的等级分为三档： 取得初级
（五级）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 补贴标准为1000
元； 取得中级 （四级） 职业资格
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补
贴标准为1500元； 取得高级 （三
级）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 补贴标准为2000元。

No.2： 技师、 高级技师培训
补贴政策。 本市生产服务一线从
事技能操作且履行失业保险缴纳
义务的技术工人， 在市人力社保
局公布的定点培训机构参加技师
或高级技师培训， 并通过考核鉴
定取得相应等级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的 ， 可享受平均 1500元的技
师、 高级技师培训补贴。

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的政
策———

失业保险返还政策。 对不裁
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可返还
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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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
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
职工人数确定。 具体申请流程，
请关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官方网站。

4月15日起， “2019年民营企业招聘月活动” 在全市范围启动， 活动由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市教委、 市总工会、 市工商联共同组织，
将持续到5月15日， 预计将举办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活动180余场， 精准对接民营企业和高校毕业生。 据悉， 民营企业是我市吸纳就业的主力
军， 吸纳了全市企业从业人员总量的70%以上, 促进大学生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此， 本市始终高度关注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高
度重视促进大学生就业工作， 近期， 本市还首次公布了鼓励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政策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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