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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重庆高新区含谷镇的
潘雪，在失业近半年后，又到镇里
新创办的重庆邦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当上一名运营助理，月收入
有3500余元，还享受交通、午餐
补贴等福利。

“对这份在家门口的工作，我
很满意。”她说，她2019年7月从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
在重庆城区一家商场做营业员。
春节后，受疫情影响失业，今年上
半年一直未找到工作。6月初，经
镇社保所推荐，来到这家公司就
业。

其实，在含谷镇，像潘雪这样
在家门口就找到工作的城乡居民
和大学生还不少。镇社保所所长
商红梅说：“今年前7个月，全镇
新增就业人员有3500多名，其中
新增购买了‘五险’的稳定就业人
员有1700多人，灵活就业人员有
1800余名。”

含谷镇为何能够在7个月内
就新增 3500 多名就业人员呢？

保就业先保市场主体

“保就业是中央提出的‘六保’
任务之首，但是，市场主体是就业
的载体，如果载体都没有了，保就
业就无从谈起。”含谷镇相关负责
人说，因此，在保就业中，镇里思

路清晰：千方百计保住原有的主
要市场主体，努力发展新的市场
主体，用市场主体来促进充分就
业。

“今年 1—7 月，全镇 32 家
规上工业企业，全部恢复了正常
生产，并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23亿元，同比增长6.79%。”含谷
镇经发办主任童心艺说，全镇的
主要工业企业不仅全部保住，而
且在保住原有岗位的同时，一些
企业还总共新增了上千个就业
岗位。

含谷镇共有32家规上工业
企业，14家限上商贸企业，这些企
业，既是支撑含谷镇经济发展的
主体，又是承接城乡居民就业的
主要载体。保住了这些主要市场
主体，就保住了含谷的经济，也稳
定了就业。因此，镇里从扶持政
策、防疫和用工、安全监管、以及
引导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等
多方面打出“组合拳”，来保住这
些主体。

在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促
进充分就业中，含谷镇采取了多
项措施来稳定岗位、稳定就业。

在稳岗和稳就业中，含谷镇
首先是采取多项措施，把国家和
市里、高新区相关的援企稳岗返
还、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社会保险
补贴、社会保险减免、缓交、岗位

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在岗职业技
能提升培训补贴等稳就业政策，
送进企业，落到实处。

在保证援企稳岗扶持政策落
地中，含谷镇针对辖区部分企业
员工因工作繁忙，不能直接到大
厅办理就业补贴、失业登记、失业
待遇申领等事务的情况，由镇社
保所，上门到企业宣传、入企指导
办理失业金申领程序和网上办理
流程，就业社保补贴资料审核等，
并利用微信视频通话，开设远程
社保补贴审核服务。

通过宣传、上门服务等措施，
使援企稳岗扶持政策，得到了很
好的落地。据镇里统计，今年前7
个月，含谷镇就帮助镇里的重庆
鑫源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鑫
源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瑜
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申报各类社保就业补贴（稳岗
返还、岗位补贴、社会保险减免、
缓交、就业见习补贴）等3500余
万元。

市场主体保住后，含谷镇内
的规上工业企业，不仅稳定了老
员工，还招来了新员工。如鑫源
公司等，今年以来就新增了上千
的就业人员。

在千方百计保住原有主要市
场主体的同时，含谷镇还努力发
展新的市场主体，为增加就业提

供新的载体。
“今年前7个月，全镇新增登

记市场主体391家。其中新增的
公司等企业131家，个体工商户
260家。”含谷镇市场监管所负责
人张青松说，这些新增的市场主
体，已总共提供了1700余个就业
岗位。

多措施多渠道新增就业

因高新区建设需要，含谷镇
自去年以来，实施了大面积的征
地拆迁，农村因征地农转非后，大
量闲置劳动力就业困难，大专院
校和高职毕业生回乡也多。针对
这一就业困难的现状，含谷镇采
取了多渠道、多方式增大就业的
措施。

一是通过技能培训增加就
业。今年以来，已先后组织了职
业技能培训和就业适应性培
训。如对应届高职毕业生进行
育婴员技能培训，参加培训的
154名学员，在拿到了育婴员等
级鉴定证书后，这些学员已在含
谷及重庆市内，全部实现就业。
其中在含谷镇映霞幼儿园、以及
重庆市内就业的幼儿老师就有8
名。

在就业适应性培训中，目前
已培训了一批 4050 人员、残疾

人、低保家庭、退役军人等就业困
难对象。通过培训，已有一批就
业困难对象实现就业。如参训学
员、退役军人李伟，已在含湖村做
夜间治安巡逻员工作，戴泽元已
在含湖村做清扫保洁员工作，一
批学员也在附近，找到临时工作，
实现灵活就业。

二是有针对性地对就业困难
群体实行帮扶就业。对贫困劳动
力、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退役军
人、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
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10类人
群，建立台账，实行就业帮扶，目
前已登记在册的帮扶对象有500
余人。对这些就业帮扶对象，通
过就业援助月专场培训、招聘活
动等，帮助其就业。

三是运用扶持政策扶助创业
带动就业。自今年5月启动力度
更大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以来，
含谷镇加大宣传，把相关的创业
扶持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目前
为止，含谷镇已有22名创业者申
请创业担保贷款共660万元，并
通过其创办的实体企业，辐射带
动了550余人实现就业。如通过
创业担保贷款新办起来的重庆邦
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网
络新型销售企业，目前在这家公
司里就业的已有15人。

罗成友

这里为何7个月新增3500名就业人员？
———高新区含谷镇保市场主体促充分就业的调查—高新区含谷镇保市场主体促充分就业的调查

送政策、送指导、送培训、送
岗位，近段时间以来，渝北区回兴
街道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
开展“四送”行动，打出精准服务

“组合拳”，帮助高校毕业生稳定
就业。

回兴街道劳保所通过为毕业
生办理实名登记、电话回访、上门
入户等方式，多渠道获取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信息。针对高校
毕业生关心的就业创业政策，在
公共服务大厅设置高校毕业生服

务窗口，进行“一对一”的答疑，并
充分利用QQ、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宣传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
业方面的新政策，“点对点”推送
就业形势、就业政策、求职技巧
等，为促进毕业生顺利就业提供
直接高效的指导。

为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
业观、就业观，日前，回兴街道劳
保所举办“高校毕业生职业素养
提升”专题讲座，邀请重庆猎杰人
才网相关负责人从当前的就业形

势、面试技巧、简历优化、沟通技
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讲解，并结
合自身的职场经历，深入浅出地
与高校毕业生分享他的创业过程
以及他在工作上的心得体会，为
同学们未来的求职路出谋划策。

受疫情影响，不少用人单位
推出了空中宣讲、在线面试、视频
培训等“云招聘”形式，不仅为企
业节约了大量成本，更为高校毕
业生求职提供了广阔平台。为
此，回兴街道劳保所整合辖区资

源，搭建“互联网+毕业生”就业服
务平台，举办“炎炎夏日，‘职’等
你来”网上招聘会，先后提供就业
岗位500余个，在“云”上为毕业
生搭建一条通畅的就业路。同
时，在“线下”继续发力，聘请第三
方人力资源公司，居间对接高校
与企业毕业生数量和用人需求，
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推荐服务，
提供就业见习岗位56个，安排7
名大学生进行就业见习。

通讯员 陈勇

近日，笔者从
綦江区人力社保
局获悉，为吸引本
区劳动者就近就
地就业，支持企业
在疫情期间尽快
复工复产，做好

“稳就业”工作，今
年2月起，綦江区
开始实施区内用
工一次性补贴政
策，截至7月底已
发 放 补 贴 58600
元。

据了解，区内
用工一次性补贴
政策，凡符合条件
的以下三类申报
对象可申请：一是
区属重大项目企
业、区属工业企
业；二是区属重大
项目企业、区属工
业企业疫情期间
新招聘的綦江籍
法定劳动者；三是
受委托符合相关
条件的经营性人力资源中
介服务机构。申报时间为
2月1日起至新冠肺炎疫情
结束后3个月均可申报。

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
介绍，截至7月底，全区有
12家企业申请用工一次性
补贴，经审核符合条件的
用工企业 8家，补贴金额
19600元；劳动者98人，补
贴金额29400元

通讯员 吴长飞

渝北回兴街道“四送”行动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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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武隆
区平桥镇平胜村的
636 亩青花椒进入
采收期。据了解，
青花椒是平胜村的
主导产业，依托该
项产业椒农户户均
可 增 收 3000 元 以
上，有效解决了当
地 150 多名农民就
业增收。图为农民
在采收青花椒。

通讯员 付琳眉
王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