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就业和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就业创业工作快报

-、 省领导研究部署就业工作情况

1.10月 14日 ,省委书记刘家义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

于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上圈阅。

10月 13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干杰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 《关于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上批

示:继续创造条件,推动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2.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二十

条措施》。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的意见》 (国办发 匚zOzO)27号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

头会同省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二十条措施

(送审稿 )》 , 《措施》重点推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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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6日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干杰主持召开省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二十条措施》,

强调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通过放宽准

入限制、减轻税费负担、发放创业补贴、提供贷款贴息等措施鼓

励支持自主创业,建立健全政策扶持体系,加强规范管理,切实



保障好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

关于后续工作,李干杰强调:第一,要做好加法、拓宽渠道。

鼓励发展个体经营,对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按规

定给予创业补贴、落实税费减免政策,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支持。

要调动政府、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增加

非全日制就业机会,拓宽居民就业门路。要坚持包容审慎原则 ,

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创造更多新就业形态,

打造就业新增长极。第二,要做好减法、放水养鱼。要清理取消

不合理限制和收费,激发灵活就业活力。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梳理

现有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对国务院和省

里文件中明确要求的,要坚决落实、抓紧落实;对没有明确要求

的,要坚持
“
能停则停、能减则减、能免则免

”,避免人为设障、

与民争利。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要考虑灵活就业需求,

因城施策,为 灵活就业提供便利。第三,要做好乘法、优化环境。

完善服务体系,有求必应、无需不扰、接诉即办,为个体经营、

新就业形态发展提供阳光雨露,打造良好生态。要把支持灵活就

业纳入就业优先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支持灵活就业特别是新就业

形态的政策扶持体系,完善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制度 ,

加快就业管理服务适应性变革,推动灵活就业增量提质。第四,

要做好除法、规范管理。对新就业形态积极鼓励、包容审慎,但

也不能放任不管,该放的要放到位、该管的要管起来。要抓紧抓

实行业监管,创新监督方式,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底线、设定红

线,提高监管实效。

二、相关政策措施出台情况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14部门印发关于贯彻人社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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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⒛〕61号文件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近日,

为认真贯彻落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五

部门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人社部发

匚20zO〕 61号 ),进一步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经省

政府同意,省人社厅等 14部 门印发 《关于贯彻人社部发 匚zOzO〕

61号 文件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ェ作的通知》 (鲁人社字

E202⑴ 119号 ),文件从落实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扶持政策、

鼓励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支持灵活就业新形式、落实职业培训

各项补贴政策、创新农民工就业服务模式、加大对贫困劳动力的

就业扶贫力度、落实对生活困难农民工的一次性临时救助金政策

等 7个方面提出做好当前我省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具体要求。

三、会议活动开展情况

第十-届中国 ■山东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暨首届山东人才

发展大会在济南开幕。10月 14日 ,第十一届中国·山东海内外

高端人才交流会暨首届山东人才发展大会在济南开幕。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副省长任爱荣,山 东大学校长樊丽明,

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李金生、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

心主任夏文峰,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于富华,省政

府副秘书长黄红光,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

长梅建华出席活动。任爱荣致辞并作主旨演讲。

任爱荣指出,山东历史文化厚重,要素资源富集,产业基础

扎实,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前景广阔。近年来,山东省委、省政

府大力实施
“人才兴鲁

”
行动,广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着力构筑

人才发展高地。当前,山东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热

切期盼并诚挚欢迎八方英才扎根山东筑梦发展。山东将强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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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完善激励机制,提升服务品质,努力让人才创业有保障、

人才价值有回报、人才服务有温度。

本次大会以
“汇聚海内外智力、助推高质量发展

”
为主题 ,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以线上为主的方式,安排人才推介、项目

对接等活动 30余场,涉及近 ⒛个国家和地区。省留学人员协会

通过 38个海外协会和社团组织,共邀请 4387位在海外的留学人

才通过智慧云平台观看了大会开幕式,涉及美国、德国、瑞士、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13个国家。其中,仅德国就有包括德中

创新发展协会、山东大学德国校友会在内的 18个协会组织、超

过 1200位 留学人才参与观看。中国 。山东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

会每两年举办一届,目 前已成功举办十届,共引进留学人才 5000

余名、高新技术项目3500多 个,落户留学人员企业 800多 家。

四、稳就业保就业典型经验

1.我省创业创新代表在⒛⒛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启动仪式上发言。10月 15日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 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周,发表重要讲话,并宣布活动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 ,

我省菏泽市返乡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卫华,作为全国两名

创业创新代表之一作了视频连线发言,汇报了其创业经历和企业

发展情况。

李卫华是山东菏泽返乡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一名退

伍军人。退伍后,曾 在多地打工创业。2014年 ,受到
“
大众创

业”、 “
万众创新

”
的鼓励,于 zO15年开始返乡创业。创业初

始,当 地政府为其提供了2万平米的场地,还陆续给予了税收奖

励、人才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目前,李卫华的团队运营着 3.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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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米的两个孵化园区,为创业者提供一站式专业化服务,累计孵

化企业超过 500家 ,带动就业创业超过 1.3万人,使 “双创
”
成

为
“
招商引资

” “
招才引智

”
的靓丽名片。新冠疫情发生后,该

孵化园区的小微企业获得了贷款,并享受了1400万元税费减免,

解决了近千名滞留外出务工者的就业问题。其中,园 区孵化的微

生活、企聚这两家企业,今年逆势销售本地特色产品4亿多元。

截至目前,该园区又开工了6万多平方米的创新创业综合体,明

年将带动更多的人返乡创业,圆更多家乡人的就业创业梦。

2.山东人才发展蓝皮书指出∶我省应届毕业生留鲁率达到

"。

sb%。 第十一届中国·山东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暨首届山东

人才发展大会发布山东社会科学院编写的山东人才发展蓝皮书

指出,近年来,我省积极出台人才创新政策,持续优化来鲁创新

创业的政策环境,随着各类人才队伍引进、户籍制度及落户政策

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要素改革等措施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有效

抑制了人口外流局面,人才队伍保持了基本稳定。从山东高校毕

业生省内就业情况来看,与 zO16年 74.96%的 非师范类毕业生选

择省内就业相比,⒛ 19年有 81.83%的毕业生选择在省内工作 ,

增幅 6.87%,截至⒛zO年 7月 底,zOzO年应届毕业生留鲁率达

到 82.56%。 从高校毕业生省际流动来看,zO19年 山东高校毕业

生省外就业 16.78万人,省外高校毕业生来鲁就业 19.42万人,

省外来鲁毕业生高于省外流出毕业生总数。从人口流动的相对指

标来看,zOzO年第一季度山东人口流入比为 1.04,第二季度为

1.79。

3.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多举措推进建筑业稳就业保民生。 一

是竞赛比武勇攻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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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工会联合开展
“
重点工程

‘
战疫情、勇攻坚、促发展

’
争先

创优劳动竞赛
”活动,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了300个重点参赛项目,

涵盖全省住建领域各个行业,总投资额达 3000亿元。二是资质

期满自动延,增 强行业发展动力。明确省、市两级主管部门核发

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

有效期于 20⒛ 年 7月 1日 至2021年 12月 30日 届满的,统一延

期至⒛21年 12月 31日 ,全省近 16000项建筑企业资质统一延

期。三是简化流程全网办,消 除人员执业阻力。对于延续注册的

程序、材料,通过告知承诺、容缺受理、预约服务等方式能减尽

减。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遗失补办提供电子 《考试合格证

明》,当 天受理当天办结。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二级注册建筑

师注册资格认定实现全程网办。四是送教上门推试点,解决人员

需求压力。为出省施工企业和人员开启
“
绿色通道

”,两次送教

进京开展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继续教育和取证培训,先后为

19家省内在京施工企业培训人员180余人。截至⒛20年 9月 底 ,

全省房建市政工程项目实现满负荷施工,建筑业累计在岗就业人

数达到 315万人。

报:省就业和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

业促进司、农民工工作司、失业保险司,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发:省就业和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就业和农民工工作议事协

调机构办公室,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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