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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狄鹏勇）稳就业
保民生，搭平台助力复工复产，
坚持“特色活动”拓宽就业渠
道……2020 年，区人社局在就
业创业服务攻坚季、质效提升季
的“双季”上下功夫、想办法，多
措并举推动我区就业创业服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区人
社局2020年以“六稳”“六保”为
重心，稳住就业基本盘。记者了
解到，截至目前，我区实现城镇
新增就业10004人，实现失业人
员再就业3889人，实现就业困
难人员再就业134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1.64%以内；全年
成功代扣代缴灵活就业人员社
会 保 险 费 8.1 万 人 次 ，共 计
6763.52 万元。疫情期间开通

“返岗直通车”，为23家企业接
运员工2127人、103次车次，为
14家企业发放直通车费用补贴
68.88万元。其中，道奕人力资
源公司、烟台民生人力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获评“全市人力资源诚
信服务机构”称号，分获奖励资
金5万元和3万元，黄海明珠山
庄社区被评为省级“四型就业社
区”称号，成为我区第四个获此

殊荣的社区。
积极搭建用工平台，助推企

业复工复产。2020年我区承办
山东省民营企业招聘月暨烟台
市暖心送岗专场招聘活动，全市
100余家企业参与招聘，提供岗
位677个，需求7062人，求职者
1500 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527
人；举办了“港城有‘岗’‘职’在
莱山”专场招聘会，我区80余家
企业参与，提供岗位397个，需
求2096人；组织东方威思顿、华
鹏精机等10家企业赴西北工业
大学、兰州大学等“双一流”高校
开展校园招聘活动，提供240个
优质岗位，接洽112人次，达成
意向50多人；举办莱山区大学
生创业大赛，选拔7个优秀项目
参加烟台市创业大赛；发放“莱
山英才计划”资金1148万元。

深挖细掘就业渠道，保障重
点人群就业。加大临时性公益
性岗位开发力度，加速推进就业
见习民生工程建设，不断促进高
校毕业生、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
体就业。“目前我区已新增中宠
食品、方片文化传媒、丽景海湾
等‘山东省青年见习基地’13家，
共发布就业见习岗位 1600 余

个，实现就业见习上岗130人。”
区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说。区
人社局以“特色活动”为引领，扎
实开展“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

“齐鲁创业训练营”“春风行动”
“民营企业招聘周”“百日免费线
上技能培训行动”等活动。先后
组织杰瑞集团、金正环保、十二
学教育等6家企业参加烟台市举
办的“双一流”高校毕业生联合
招聘会。目前，我区共举办20
场网络招聘会，为322家企业发
布岗位 3000 多个，招聘需求
4500多人。举办职业技能大赛
10场次，涵盖电工、焊工、育婴
师、保育员、茶艺师、评茶员、中
式面点师、模具工、汽车维修工
等多个工种，参加竞赛人员达
439人，合格175人。

落实惠企政策，兑现政策红
利。区人社局积极落实“稳岗返
还”“以工代训”“失业补助金”等
疫情期间上级优惠政策，为2228
户 企 业 发 放 稳 岗 返 还 资 金
2213.47万元，稳定岗位5.45万
人；为689名企业职工发放技能
提升补贴113.71万元；为11198
人次发放失业保险金1914.81万
元，缴纳医疗保险费 334.55 万

元，发放临时价格补贴140.07万
元；为30519人次发放失业补助
金 874.45 万元，临时价格补贴
66.15万元；为88家企业发放以
工代训补贴530.2万元，惠及职
工4434人。我区失业动态监测
分析报告及数据模型，作为先进
经验做法被全市推广。落实社
会保险费减免政策，为全区大型
企业、民办非企业等3000余家
减免3.8亿元。

据悉，区人社局及时梳理宣
传各项惠民政策，累计向企业群
众发放《莱山区就业创业人才政
策明白纸》、《就业创业政策手册
（企业包）（个人包）》以及《企业
用工需求表》7000余份；发挥就
业带动作用，防止贫困劳动力因
疫返贫，对法定劳动年龄段内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9人逐人
走访提供精准帮扶；先后组织98
家次企业参加“驻烟高校招聘
会”“重庆市巫山县劳务协作交
流会”，提供就业岗位2647个；
加强与德州市陵城区实现精准
劳务对接，举办“就业协作网络
专场招聘会”，81家区内优质企
业参会，提供就业岗位1792个。

区人社局多措并举做好就业创业服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李庆文 摄影报
道）新年伊始，新喜相伴。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服务中心秉承

“家”的理念，2021年一开年就积
极谋划提升服务，在区退役军人
志愿者服务大队大队长董利锦
的主动倡导下为我区退役军人
献上第一份心礼，货真价实的培
训大礼，给退役军人“充电”。

据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有创业、就业需求且热衷物联
网、智慧消防行业的退役军人
提供可以参加军创淼盾公司承
办的适应性+技能实训培训班
的机会。班制编排，也打破以往

“清一色”的形式，结合淼盾公司
在全国的一百六十多家分支机
构筛选的七十多名优秀员工，混
编到一个班，无论是针对退役军
人的适应性培训，还是企业员工
的“熔炉”“脱胎换骨”课程，大家

共同参与，相互交流，既让企业
员工对退役军人增进了解，更让
退役军人的适应性培训紧密接
地气。在初期12天的封闭式培
训中，大家吃住行学都在一起，
最大限度地直接接触地方、接触
企业、接触基层员工。“刚离开部

队一个月，又开始出操了，久违
的感觉。”一名2020年12月刚退
役的士兵表示，这是培训第二天
的体会，感觉重回军营，找到了

“家”的归属感。
为了提高学习质量，企业员

工食宿学费自理，结业成绩考核

达标者公司才予以报销，而参训
的退役军人所有费用免费，这让
退役军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尊
崇感。“以前的军旅生涯是光荣
的经历，而不是后半生赖以生存
的资本。经历代表的是过去，现
在则预示着未来。只有脚踏实
地，从零开始，彰显军人做什么
都过硬的素质，才会获得更多的
尊崇与成功。”区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次培训，淼盾公司将从中
挑选成绩优异的退役军人直接
入职或成为合作伙伴，让愿意从
事物联网、智慧消防高科技行业
的退役军人，想创业有现成的项
目，想就业有立可入职的岗位，

“能入职或与这样的公司合作，
是我们退役军人的荣幸，对这样
的培训从内容到形式到结果，都
非常满意。”“95”后退役军人宋
桓宇如是说。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新模式培训“上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李华）为进一步强
化司法警察的职业荣誉感、自豪
感、归属感，激励全警以强烈的
担当精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1月7日，在第一
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
区检察院举行向中国人民警察
警旗宣誓仪式。

仪式中，区检察院全体司
法警察和警务辅助人员面向警
旗，紧握右拳，以昂扬的斗志和
饱满的热情，一字一句慷慨激
昂地重温入警誓词，共同表达
为党和检察事业奋斗终身的坚
定决心。随后，仪式传达学习
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致全国检
察机关司法警察的慰问信》，大
家纷纷表示，将紧紧围绕“讲政
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总
要求，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为检察工作提供强
有力的警务保障。

区检察院举行
向中国人民警察
警旗宣誓仪式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徐小宁）2020年
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坚持以

“尊重自然、生态宜居”为宗旨，
努力建设生态型景观园林城市
为工作目标，铸就高品质、提升
新亮点，重点打造大南山景观提
升改造、澳柯玛大街提升改造等
为代表的绿化工程，进一步提升
莱山区宜业宜居宜游的城市品
质。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充分考
虑市民意愿，经过全面调研、重
点勘察、方案优化，对大南山景
区实施品质提升工程，做到统筹
兼顾生态、防洪、民生等多重因
素，坚持保护生态环境与强化服
务配套相结合，重新修整现有登
山步道及两侧绿化，提升主要景
观节点，完善停车场和公共厕所
等公共服务设施，构建安全、舒
适、美观、人性化、功能完备的线
型登山健身步道，精修“城市绿
肺”，优化生活环境。

结合澳柯玛大街拓宽改造
工程，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坚持科
学规划，突出特色，因地制宜实
施绿植栽种，既加大密度、增加
绿量，又增添色彩、提升档次，两
侧绿化带增加美国红枫、金叶复
叶槭、木槿、红枫、碧桃等乔灌
木，铺设八宝景天、福禄考、欧石
竹等特色地被，增加绿道及“口
袋”公园2处，体现现代化城市气
息，努力达到城区 300 米见绿
地、500米见公园，让市民享受

“城市花园”的绿化美景。

我区推进大南山
及澳柯玛大街
提升改造绿化工程

为切实加强雨、雪、雾、冰等
恶劣天气条件下道路交通安全
应急管理工作，近日，交警四大
队根据支队统一部署，扎实开展
冬季恶劣天气应急演练工作。

演练期间，模拟了学院西路
高铁桥以南半坡处由南向北方
向受降雪影响，一辆大货车发生
单方事故，车辆撞毁护栏横亘在
半坡。大队接到报警后，立即指
派事故中队民警赶赴现场进行
紧急处置，执勤民警对事发地周
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在现
场周边摆放隔离设施，对机动
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实施引导劝
离，为救援车辆预留应急通道。
演练活动历时2个多小时，进一
步锻炼了大队恶劣天气应急救
援能力，为做好冬季交通管理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
讯员 姜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