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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民生。

近年来，大渡口坚

持就业优先战略，把稳

就业放在重要位置。

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退役军人、就业困

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在

稳住岗位、促进就业创

业、帮助困难群体就业

等方面出政策、下功

夫，保持了就业局势的

“稳中有进”“稳中有

优”。

今年以来，大渡口

全 区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10283人，登记失业人

员就业 2720 人，登记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788

人 ；开 展 职 业 培 训

11052人；发放扶持创

业贷款695万元；失业

保险参保 113822 人，

征 收 失 业 保 险 费

3488.85万元。

一串串耀眼的数

据背后，是大渡口不断

提升的“民生温度”。

求职者在自助求职服务一体机上查询岗位 学员在校企协同育人实训班进行大数据实训

2021年大渡
口区民营企
业招聘月专
场招聘会

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百姓的饭
碗，一头连着经济发展。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
始终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精准施策，多措
并举，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保就业，先稳定企业。
“市场主体稳了，劳动者的饭碗才能端

起来。”近年来，大渡口紧抓“就业”牛鼻子，
积极落实相关援企稳岗政策，以保就业为重
点，出台政策、提供服务，减轻企业负担，加
大降本减负力度，尽可能让企业提供更多的
岗位，兜住发展根本，筑牢民生基础。

2020年，大渡口落实涉企补贴“减负”，
累计为 841 家企业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3897.92万元，稳定岗位4.33万个；为34家
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164人，落实社会保
险补贴32.45万元。

稳企业，先保障用工。
今年年初，因疫情影响，大渡口区人力

社保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按照市委、市政
府的相关安排部署，积极倡导劳动者就地
过年，提供“稳岗留工”真情服务。围绕“留
心、留岗、留工、留人”四个方面，开展“迎新
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通过组建
一套班子、出台一揽子政策、谋划一系列宣
传、抓实一筐子措施，采取会议调度“不间
断”、线上招聘“不停歇”、线下服务“不缺
位”、培训服务“不断线”、落实政策“不漏
项”等举措，进一步稳住就业基本盘，切实
兜牢民生底线。

区内企业积极响应，让很多外地职工安
心留岗工作。

李金洪，四川邛崃人，是重庆国际复合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IT工程师。“今年因为
受到疫情影响，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就
地过年。”李金洪说。

“为保障职工权益，让他们在异地也能
过个开心年，我司积极落实市级、区级‘稳
岗留工’相关政策，在政府补贴300元的基
础上，公司额外补助300元。”重庆国际复
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让职工过个温暖年，公司还认真做好职
工食宿后勤保障，安排游园活动、工会慰问
等福利活动。

李金洪坦言：“虽然没有回家过年，有
点遗憾，但公司主动发放‘留岗红包’和

‘稳岗留工礼包’600元，安排技能提升培
训、游园会等活动，让这个春节过得温暖
而充实。”

在大渡口，像李金洪这样“稳岗留工”的
还有很多。

数据显示，大渡口累计为392家3687名
外地员工发放一次性留工补贴110.61万元，
促进区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稳定发展。

除此之外，大渡口用心用情优化服务，
通过“技能培训就业一批、园区企业招用一
批、扶持创业带动一批、公益性岗位托底一
批”等多种措施，助力稳就业促发展，以保障
全区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其中，通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
月”“民营企业招聘月”等线上线下招聘会13
场，1248家企业累计提供37169个岗位，达
成就业意向5606人。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
250名就业困难人员，发放公益性岗位社保
补贴和岗位补贴共计487.01万元。

6月7日，2021年度校企协同育人实训
班——重庆理工大学&重庆芝诺大数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芝诺数据”）开班仪式，在大
渡口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园举行。

“本次实训班采取脱产学习的形式，持
续1个月。在实训期间，芝诺数据通过提供
完善的配套资源以及多个项目案例供学生
实操，真正做到了产教融合，促进校企共同
进步。”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坦
言，这标志着大渡口产教融合促进就业、助
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据介绍，芝诺数据是集研发、生产、销
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软件企业，自2013年成立以来，秉承“培养具

备数据素养的一流人才”的企业愿景，结合
高校开展大数据专业教学的需求，在高校大
数据人才培养、项目研究、技术攻关等方面
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于2020年被纳入重庆
市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

“我司致力将旗下‘大数据产教融合
开放教学平台’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大数据
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平台。”芝诺数据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通过该智能化平台，可为
高校的大数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新
创业、管理决策、数据业务等提供优质服
务，有效推动校企协同育人长效机制，为
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深化产教研融合，
拓宽育人渠道，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

服务能力，共同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促进校企共同发展。

2018年，应届生杨凯在学校参加了由芝
诺数据举办的培训。

“我是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当
时，辅导员在班级群里通知，要开展关于大
数据方面的培训，我看跟我专业挂钩，就报
名参加了。”杨凯说，通过项目实操形式培训
了差不多1个月，他尝试着向芝诺数据投递
了简历，成功面试上岗，“参加培训后，不仅
实操能力得到提升，还找到了工作，能很快
上手。”

杨凯的就业是大渡口推动产教融合、促
进就业的一个缩影。

“产教融合，是通过‘政府—企业—社会
—高校’四方联动发力，让‘产’‘学’‘教’在资
源、信息等方面充分融合，各自发挥出最大优
势，共同培养出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大力
促进就业成功率提升，促进‘毕业即
就业’目标的实现。”大渡口区人
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全力搭建科技创新平台、
成果转化平台、技术转移
平台，切实促进产教融
合，带动就业，目前成效
良好，辖区内历年大学
生就业均在98%以上。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7月21日，2021年“近悦远来·渝创渝新”

大渡口区音乐创新创业大赛在大渡口区圆满结
束。重庆创意联动传媒有限公司荣获本次大赛
一等奖，包含重庆创意联动传媒有限公司在内
的5家企业（创业团队）与大渡口区文化旅游委
现场签订投资合作意向协议。

“大赛开启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音乐类
创新创业大赛的先河，将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和成渝文化艺术走廊的建设，吸引更多敢
想敢干的有志青年投身其中。”大渡口区相关负
责人说。

近年来，大渡口狠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
绕大数据智能化、生态环保、大健康生物医药、
文化休闲旅游四大支柱产业体系，积极落实“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优化服务举措，营造良
好环境，扎实推动“创业促就业”战略，提升创业
成功率和就业质量。

伊远学，重庆精准医疗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7年，他抱着“希望普通老百姓能享受到精
准医疗产品和医疗技术”的美好愿望，从部队退
役回到大渡口自主创业。

“自伊远学创业以来，招收员工291人，其
中高校应届毕业生91人，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国家级示范单位。”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每年收入均超过1亿元，
并作为产业龙头，通过学科帮扶、人才共享等方
式带动了其他企业的发展。

伊远学仅是大渡口区大力支持创业创新、
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一个缩影。今年3月，伊
远学还在全市就业创业系列评选中荣获“2020
年度创业人物”称号。

今年以来，大渡口围绕“高质量产业之区、高
品质宜居之城”的发展定位，实施“渝创渝新”创
业促进计划，累计培育创业孵化基地8个，其中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5个，返乡农民就业创业示范
园1个，在孵企业共计467户，带动就业4246人。

同时，为给创业者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大渡
口积极优化服务和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

“十三五”时期，提高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和
贴息比例，成功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180万元，
贴息274.13万元，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为孵化基
地落实奖补资金728万元，有效引导创业孵化
基地可持续发展，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组建区级创业导师库10名、创业项目库15
个，大力提升创业就业能力。

成功举办2018年、2019年“渝创渝新”创
新创业大赛，获得重庆市2019年第三届“渝创
渝新”创业大赛特别贡献奖；成功举办2020年
第四届“中国创翼”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大渡口区
选拔赛。今年10月还将举办第一届大渡口区

“义渡金手指”餐饮技能竞赛创意江湖菜大赛。
……
接下来，大渡口将坚持探索创新，以“更加

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依托“就在山城”
“渝创渝新”“巴渝工匠”“智能就业”四大品牌，
始终把“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作为重点工作
对待，促进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标准化建设，培育
就业先进典型，健全就业失业统计监测体系，推
进川渝就业协同，确保“十四五”时期全区城镇
新增就业4万人以上。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求职很便捷。今
年3月，我在大渡口区智慧人力资源市场
通过自助求职服务一体机成功找到了工
作。”家住大渡口的求职者黄维激动地说，

“从寻找岗位到应聘面试，整个过程非常便
捷，省去了许多排队等候的时间。”

这是大渡口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依托
“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手段，为求职者

和企业搭建的方便快捷、线上（即研发“大
渡口就业”APP和微信公众号，实现精准服
务就业）线下（即通过自助求职机进行便捷
就业服务）互动的交流平台，全力推动集智
能终端、互联网、信息发布、现场招聘、职业
培训和政策宣传“六位一体”的智慧就业服
务系统建设，实现“智慧+”就业。

“市民只需刷刷证件、动动手指，就能
随时了解招聘岗位、投送简历、获取政策、
掌握流程，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办理相应
补贴。”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智慧人力资源市场内，求职者只需把
身份证或社保卡放在求职服务一体机上
面，系统便自动读取信息，录入系统。同
时，自动匹配并推送对应岗位信息供求职
者选择，求职者可根据自己意愿，自行选择
岗位投送简历。

考虑到有的求职者喜欢与招聘单位现
场沟通，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在智慧人力
资源市场大厅专门设立了2块LED招聘信
息发布显示屏、28个招聘展位，每个展位
桌上均配置有液晶显示屏，企业介绍、岗位
要求、薪资待遇、工作地点等信息一目了
然。

截至目前，大渡口智慧
人力资源市场一共配备了 8
台自助求职机、29台招聘智能桌
面机，可供29家企业在现场展位通过
液晶显示屏发布企业信息、进行线上选聘。

“这个系统大大提高了招聘效率，帮助
我们企业精准招聘，快速网罗到更多的优
秀人才。”重庆秋田齿轮公司人事部的张老
师介绍道，只要求职者选择企业，发送了简
历，他们这边就能立即收到邮件，初步审
核通过后，马上就可以开展视频面试、组
织线下面试，进行面对面沟通。

“智慧人力资源市场有效推动了我
区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公共服务保障
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大渡口区人力社
保局相关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大渡口区智慧人力资源市
场已入驻400余家区内区外的企业，累计
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36场，542家次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4259个，达成就业意向1306
个。通过大渡口就业APP和微信公众号为
辖区企业累计发布岗位信息5025条，为求
职者提供岗位 26165 个，达成就业意向
9183个。

积极施策稳岗位

产教融合提技能、促就业

创新模式实现“智慧+”就业

“近悦远来·渝创渝新”大渡口区音乐创新创业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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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 聚焦重点群体就业 精准施策保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