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让路边抢活成为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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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龙口市分别在东城区
黄金地段、西城区汽车站、南山
旅游区新创建了 3 处零工市
场。这对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实
属好事一桩。在“马路市场”抢
活成为了过去式，零工市场“退
路进院”，不仅让求职者更有尊
严，还架起了劳动者和用工单位
灵活对接的桥梁，零工人员走上
了高质量的就业之路。

咨询：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
是多少？

答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正常退休，女干部55周
岁、女工人50周岁、女性灵活
就业人员55周岁；特殊工种退
休，女性参保人员45周岁；因
病退休，女性参保人员 45 周
岁。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女性
参保人员60周岁，女性重度残
疾参保人员55周岁。

咨询：灵活就业缴费人员如
何办理退休手续？

答复：灵活就业缴费人员
需在达到退休年龄出生月的前
一个月到参保所在地的公共就
业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近
几年退休人员提前查阅档案中
记载的最早出生日期，以免耽
误申报。

提出申请时需携带以下证
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1寸近期彩照1张，有需要补交
2021年基数差和维护缴费基
数的一并携带职工养老保险手
册，至社保窗口在办理退休申
请时一次性办结。

咨询：与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必备哪些条款？

答复：劳动合同由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
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劳动
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各执一份。

依据该法第十七条之规
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
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
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
人；（二）劳动者姓名、住址和居

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三）劳动合同期
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
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
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
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
件和职业危害防护；（九）法
律、法规规定应该纳入劳动
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
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
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
他事项。 张孙小娱 华元

劳动合同必备哪些条款？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杨健）28日，市住建局在城
市快速路山海路建设项目预制
梁场召开全市建设工地疫情防
控暨防汛防台风应急演练观摩
会。对当前全市建设工地疫情
防控、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了再
强调、再部署。

演练现场，中建八局组织
人员进行了疫情防控和防汛
防台风应急演练。在疫情防
控应急演练场景设置中，模
拟在项目梁场西门登记处发
现一名进场人员经多次测量
确认发高烧，防疫人员立即
按照程序上报突发情况，指
挥组负责人立即启动项目部
防疫应急救援预案，疏散组、消
杀组、防疫组、警戒组、后勤保
障组分别按预案开展应急处
置。在防汛防台风应急演练场
景设置中，模拟因连日暴雨，施
工现场基坑内积水过高，水位
持续上涨，存在垮塌险情，现场
防汛值班人员发现情况后立即
上报，指挥组负责人立即启动
防汛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携
带抢险物资到达现场及时排除
积水。整个演练过程演练内容

设定科学、组织严密、配合默
契，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展现出
了企业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
赢得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赞扬。

观摩期间，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要求各工地保持高度
警觉，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既有
成果，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
绪、侥幸心理，从严落实各项
防控举措，守好门、管好人、尽
好责，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
障。要压紧压实责任，立足防
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好建
设工地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全面排查
整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
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建立应急
抢险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抢险
物资储备，全力确保工地安全
度汛。要强化风险管控，扎实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通过大
检查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提
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抓好安
全生产月活动，以活动促工
作、以活动保安全，推动建筑
施工领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做好高温天气施工安
全，确保一线作业人员身心健
康和生命安全。

“龙族峰景小区需要水电工1
名”“宏润花园附近招小工 1
个”……记者在鹏九易选线上零
工市场工作人员李明的手机上看
到，零工市场招工APP上发出的
各类招工信息不断。

据悉，为了适应灵活的用
工方式，龙口市人社局打造手
机APP鹏九易选线上零工市
场小程序，发展线上零工市场，

逐步完善功能，拓展延伸服务，
为灵活就业人员和用人单位提
供24小时全天候、不打烊的线
上服务平台。劳务双方可线下
达成用工协议，也可通过手机
APP小程序网络平台发布信息
达成协议，通过求职者和用工
单位的信息匹配和对接，让零
工通过一部手机实现精准就
业。目前线上发布零工需求工

种17项，需求零工38人。
“我们将进一步提升零工

市场软硬件设施和环境、整体
服务效能。”龙口市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同时还将扩大宣
传，劝导和引导更多零工、用工
单位进入零工市场，通过市场
的规范运营，让用工单位招工
更便利，灵活就业人员就业更
体面。

线上用工小程序拓展延伸服务

来到西城区零工市场，这
里人流集中，周边有龙口市西
站，交通便利，联络方便及时。
建筑面积 150 平方米的市场
里，有洽谈招聘区、信息展示
区、政策咨询区、调解仲裁区、
技能培训区、党员活动区、阅读
休息区、零工风采区、安保和停
车区。在信息展示区和电子屏

旁，不少前来务工的劳动者正
在仔细浏览用工需求。记者看
到，劳务工种涵盖建筑土建类、
装饰装修类、水电暖类、保洁保
安类、育婴类、包装类等，种类
丰富、数量可观。

在政策咨询区，工作人员
张强正在为初次来这里的求职
者介绍零工市场的位置分布，

并记录他们的个人信息和就业
需求。目前零工市场已向用人
单位输送瓦工、电工、电焊工等
各种零工9000余人次，并对所
输送的零工进行了安全生产培
训。还积极参与配合防疫部门
进行五对一看护，输送看护志
愿者700余人次，为社会和谐
贡献了“零工力量”。

已向社会输送各类零工9000多人次

零工市场的落成，不仅为
务工人员提供了温馨的港湾，
还填补了零工市场方面的公共
服务空白。在这里，高校毕业
生、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
员不仅有了灵活的就业渠道，
还提供岗前培训、维权咨询等
服务，有效促进了零工揽工行
为规范化。

“小工、杂工等零工来找工

作时，我们会根据他们的年龄、
工作经历等，推荐合适的工
作。同时会利用街道社区网格
化管理的优势，第一时间通过
微信、短信把用工需求告知零
工，为用工方和务工人员架起
沟通的桥梁。”张强介绍，市场
对求职者进行了登记建档、跟
踪服务，同时吸纳了许多用人
单位入驻，更好地满足雇主和

工人的需求，实现了数字化和
平台化的规范管理。

记者了解到，龙口市零工
市场还与山东龙口矿业集团市
级技工学校、龙口市龙翔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等培训机构沟
通，开设保洁、家政、电工等工
种的岗前培训，帮助有就业需
求的灵活务工人员获得技能，
提高就业能力。

培训等多元化服务提高零工获得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A032022.5.30星期一
责编/王晓 美编/王桂珍 文检/孙小华

我市建设工地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演练

烟台理工学院探索实习新模式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徐峰 通讯员 杨帆 摄影
报道）为保证本、专科教学质
量，确保“认识实习”的顺利
开展，烟台理工学院食品与
生物工程学院打破常规，探
索新型实习模式，5 月 27 日，
烟台理工学院举办了“认识
实习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全校师生亲临现
场，一起感受移动烹饪教室和
数字化智造的魅力。食品学院
院长金海珠表示，这次活动是
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下企业点
对点进校园的一种新形式。他
说，要让学生既不影响专业知
识的学习，又能够真正认识实
习。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每位
食品学院学子在自我评价和自
我定位中力学笃行，以更好的
状态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本次欣和企业“认识实习进
校园”展示主要包括厨演车品尝
和专家讲座两部分。厨演车美

食品尝主要有酱油冰淇淋、有机
蔬菜沙拉等，并提供了多种企业
产品的展示。学生错时错峰有
序参观展车及产品，进一步激发
了学习兴趣与动力。专家讲座
主要包括“欣和的故事”“我们正
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事业
发展”三个主题，使学生对所学
专业建立感性认识，为进一步学
习技术和专业课程奠定了良好
基础。

据了解，食品学院为将企业
“搬进”课堂，制定了“认识实习
进校园，企业专家进课堂”的整
体工作方案，并于5月21日至5
月29日开展“认识实习”。“认识
实习进校园”共邀请六家企业
的相关专家讲授食品及生物医
药行业的前沿进展、企业规划、
发展现状和人才要求等方面的
内容。目前，已有烟台中宠食
品有限公司、喜旺食品有限公
司、欣和食品有限公司等多个
企业专家进校举办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