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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后，中央、省、市把稳就业
摆在突出位置，出台、制定相关政策措
施，荷塘区对标对表、落实落细，全力以
赴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减免、缓缴社保备受关注，荷塘区

人社部门严格落实政策，为 996家企业
职工养老保险参保单位减负5798.73万
元 、815 家 失 业 保 险 参 保 单 位 减 负
379.14万元。

荷塘区极力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
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标准提至企业及
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的 100%，
受理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困难企
业稳岗返还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0
年12月31日。截至8月底，全区对129
家单位返还失业保险73.51万元。

疫情大考，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
在荷塘区获得前所未有的支持。该区
鼓励市场创造线上教育、直播、新基建
等新形态就业岗位，规范设定无固定经
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
摊点群等经营网点，在 430 车辆厂、晏
家湾、合泰、黄塘等城乡农贸市场规范
设立农产品及服饰等摊位，用于当地群
众经营；鼓励灵活就业人员从事服务行
业、门店及短暂性辅助类工作，同时鼓
励各镇（街道）、村（社区）开发保安、保
洁、保姆、保绿、保管类公益性岗位，用
于接收灵活就业困难群体；支持企业之
间探索共享用工，拓展就业新空间。

重点群体，重点关照。荷塘区鼓励
支持大学毕业生开办网店、实体店等方
式从事创业实践活动，机关事业单位拿
出50%的岗位招聘应届毕业生；鼓励离
校未就业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截至目

前对辖区内 7 家见习基地 54 名见习青
年补贴58万元。疫情期间，补贴5家创
业孵化基地房租、水电费等约 80 万
元。在全省率先创建退役军人创业园，
为全区8000多名复转军人打造一个就
业创业平台。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按计划有序进
行。该区在园区 16家企业开展了职业
技能提升培训，正积极探索“互联网+”
模式，全力构建 24小时不间断、线上线
下无缝融合的职业培训平台，重点面向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
员、退役军人、贫困家庭子女等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

疫情发生以来，荷塘区帮助受疫情
影响的 43家小微企业办理小额担保贷
款约 800 万元。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
就业困难人员187人。

一叶知秋来，宜业谱新篇。依托扎
实有效的精准就业服务工作，荷塘区居
民幸福指数倍增，区域洼地效应更加明
显。今年 1 至 7 月，荷塘区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119.6 亿元，同比增长 7.8%；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23.9亿元，同比
增长6.4%。

精准就业的荷塘路径精准就业的荷塘路径
——株洲市荷塘区精准施策稳就业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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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疫情突

发，千方百计稳就业，

既是重要的民生关切，

又是落实中央“六稳”

“六保”的首要任务，更

是做好全局工作必抓

的“牛鼻子”。

硕果飘香的季节，

一条好消息从株洲市

荷塘区传来 ：截至目

前，该区已建成区公共

就业服务信息平台、7

个镇（街道）就业服务

驿站和 62 个村（社区）

就业服务点，成功匹配

新增就业人员8310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2.54%，

规上企业复工复产率

100%。不久前，荷塘区

被评为全省疫情期间

稳就业工作较好的县

（市、区）。

荷塘区稳就业走

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径？

今 年 ，荷 塘 区 将

“精准就业服务”作为

重要工作，纳入“幸福

荷塘”系列民生行动，

创新机制，抓实做细，

探出了一条精准施策

稳就业的新路子。

荷塘区，株洲“东大门”。
细心观察近年来荷塘区的中心

工作，一条“主线”清晰可见——全力
推进“幸福荷塘”系列民生行动，不断
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作，始
终贯穿其间。近年来，荷塘区持续做
深做实就业工作，新增城镇就业和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任务连年超额完
成，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提高。

乐业荷塘，幸福可及。
“东大门”越来越敞亮，荷塘区主

要领导敏锐地意识到，就业不仅是民
生大计的现实需要，还是经济发展的
迫切要求。

近 5 年来，荷塘区筑巢引凤，50
余家企业相继落地投产，用工问题日
渐突出。特别是近两年三一智慧钢
铁城、汉德车桥等大项目相继落户，
将带来 2 万余个就业岗位，若不及时
解决用工矛盾，将对企业投产、区域
发展形成制约。

凡事预则立。去年 11 月，荷塘
区委、区政府在研究新一年的工作
时，将“精准就业服务，确保居民就
业”工作列为重要工作。区委书记、
区长分别带队进行走访和调研，明确
将精准就业服务列入“幸福荷塘”系
列民生行动，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做
细、做实、做好。

遇事有备，逢“战”不慌。今年
初，抗疫阻击战打响，复工复产告急，
荷塘区不慌不忙，按照预定的方案有
力有效推进就业工作。

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书
记严阵以待，靠前指挥，一级抓一级，
压实责任，传导压力。

三级书记打头，四支队伍紧跟。
在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现有
就业工作队伍的基础上，招聘 6 名高
素质就业服务专业人员，负责对全区
就业工作目标任务的分解、过程指
导、效果评估及服务管理；招募 46 名
城区就业服务专员，负责城区 5 个街
道的就业工作；发动 85 名驻村工作
队员在全区 24 个村开展精准就业服
务工作；动员 195 名城乡志愿帮扶队
员参与全区就业工作。

“准确地筛选出需要就业的对
象，了解他们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企
业用工需求在何方，是做好就业服务
的前提。”荷塘区部署要求，彻底摸清
家底，为稳就业创造条件。

队伍沉下去，情况摸上来。
经过扎实地走访调查，荷塘区发

现，在庞大的就业群体中，大龄失业
人员、残疾人、低保对象、退役军人等

群体是重中之重，帮助这类人群找到
或重新找到工作，既有助于改善他们
的生活，也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中的

“短板”。
敲门入户，摸排到的真实情况

是并非每一个待业者都有强烈的求
职意愿。根据求职人员求职意向及
强弱程度，荷塘区将求职人员分为
A、B、C 三类。其中，A、B 类为求职
意向强烈、较为强烈人员，可结合供
求双方需要，为其提供就业服务；C
类为求职意愿较弱人员，安排专人帮
其树立职业平等观和正确择业观。

登记入册，服务跟踪。在荷塘区
人社局，一本厚厚的台账清晰记录了
每一名求职人员的基本情况，其中包
括住址、年龄、求职方向等。

为实现无缝对接稳就业，荷塘区
搭建线上线下就业服务平台。

线上，创新研发区公共就业服务
信息平台，建成“荷塘大就业”微信小
程序、荷塘大就业管理平台、荷塘区精
准就业大数据中心综合分析系统。就
业人员只需一键登录，即可了解到企
业用工需求信息、求职人员求职信息、
职业技能培训信息等。后台工作人会
通过大数据信息共享，动态更新，确保
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时效性。

线下，成立荷塘区就业服务中
心，并以其为中心，搭建覆盖全区 7
个镇（街道）、62个村（社区）的网格化
就业服务平台，全天候免费服务企业
和求职人员。

措施有力，成效明显。“截至目
前，共服务求职人员约 2.4 万人次。”
荷塘区人社局局长周湘雄介绍，由于
上门走访持续进行，录入台账的人员
始终处于浮动状态，但基本保持在 1
万人以上。

“这两个多月来，因为表现好，刚升
了班组长。太感谢您了！”8月15日，就
业服务专员阙平球通过微信回访，罗季
勇再次向她表达谢意。

罗季勇家住荷塘区金山街道湘华
社区，一家人靠他在外地打工维持

生计。疫情发生后，他无法外
出 务 工 ，家 里 断 了 经 济 来
源。阙平球上门了解到这
一情况后，将其登录在册，
根据其技能特长匹配到荷
塘区范围内某单位电工一
职，并最终帮助其上岗，月
工资稳定在3000元以上。

58岁的阙平球是金山街
道就业驿站的负责人。就
业驿站是荷塘区精准就业

服务工作在基层落地的一
项创举。目前，金山街道就
业驿站有 5 名就业服务专

员，负责街道范围内3个社区、
3个村的就业服务工作。
荷塘区启动就业服务工作后，阙平

球和另外 4 名专员对辖区范围内展开
了地毯式摸排。“以扫楼的方式进行，共
摸排到三类求职人员 1268人。”阙平球

介绍，大多数求职者都希望在家门口
就业。由此，他们在上门摸排时
重点对辖区企业、门面的用工信

息进行了收集。
“每个就业服务专员都当

群主建微信群，将求职人员拉
入群内，及时发布招聘信息，进
行信息匹配。”阙平球说。

就 业 要 匹 配 ，术 业 有 专
攻。荷塘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引进湖南宏信人力资源科技

公司参与就业服务工作。该公司不
仅利用其信息汇聚、联通各方、专业
服务等优势，为精准就业提供保障服
务，还主导搭建荷塘区公共就业服务
信息平台，根据企业招聘要求和求职

人员意愿、技能等关键词进行线上智能
匹配。

“匹配数据系统及时推送给我，我会
第一时间在群里发布消息，或者私信给
相应的求职人员。”阙平球说，一旦用工
方与求职人员初步达成意向，就业服务
专业会密切跟踪，直至求职人员上岗。

与此同时，线下招聘会作为线上招
聘的补充迅速展开。分行业、分类别的
主题招聘会不定期举办，相关用工信息
会提前发送到各镇各街道进行摸排和
匹配，筛选后的求职人员对岗应聘，效
率提升。

7月14日，“点亮万家灯火·荷塘区
2020 年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金山
工业园内的株洲市退役军人创业园举
行，29 家企业提供 153 个岗位，到场退
役军人及其家属400余人，与企业达成
就业意向89人。

截至目前，荷塘区共举办线上线下
招聘会 26 场，累计进场招工企业 296
家，达成意向协议 1771 人，成功上岗
408人，上岗率23.2%。

一技傍身，走遍天下。为了让更多
求职人员真正能上岗，荷塘区改变以往

“一训了之”的方式，围绕企业用工需求
和社会对各类技能人才的需求，以上岗
率为目的，以“定单、定向、定点”的思路，
开展服饰加工、养老护理、烹饪等有针对

性的技能培训。由培训机构联合企业制
订培训计划和课程，实行“培训+实训+
上岗”的模式，培训合格的学员，以劳务
输出的形式，直接安排到各企业工作。

今年以来，荷塘区共举办线上线下
电焊、育婴、家政服务等职业技能培训
30 期，培训人次 1040 人，培训后上岗
人员322人，上岗率31%。

一个又一个求职人员学有所成，走
上岗位。

全职妈妈段苏英在惠予爱家庭服
务培训学校，学习育婴相关技能，并在
医院、母婴店、婴幼儿游泳馆等进行实
操练习后，成为一名专职育婴师，月收
入2500元以上。

自闭症女孩刘园园在茨菇塘街道
的帮助下，成为一名直播带货主播，首
播当天在线观看直播人数最高峰达到6
万余人，收获线上礼物价值1.3万余元。

……
上岗并非就业服务的终点。荷塘

区要求，持续跟踪求职人员的就业状
况，建立好台账。对于培训未上岗、面
试未上岗、上岗后再次失业的人员，一
个一个沟通、一个一个分析，了解其真
实原因和想法，每月推荐 3 次岗位；对
于通过培训及招聘会面试已上岗人员，
指导其签订劳动合同，持续掌握企业经
营状态及求职者就业动态，提供针对性
的精准服务，做好稳岗服务。截至目
前，后续跟踪人数共 12532 人、跟踪服
务率80.66%。

摸 清 家 底 靶 向 发 力

专 业 对 接 精 准 匹 配

多 措 并 举 稳 定 就 业

▲ 驻村工作

队员带求职者到

企业找工作。

荷塘区举行精准就业服务首场
大型招聘会。

育婴员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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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服务专员带求职者到企业

应聘，并签订用工协议。

志愿者

收集有求职

意向人员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