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照“创业助推工程”取得实效

半半小小时时就就业业服服务务圈圈破破解解求求职职难难

2014 年，日照市劳动就业
办公室将突出抓好全市创业带
动就业工作，积极统筹城乡就
业，着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不断健全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
系，确保年内完成新增城镇就业
2 . 8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2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 以内的工作任务。

加强就业政策落实。一是抓
就业资金投入。将就业资金投入
足额列入财政预算。二是抓就业
补贴政策落实。通过举办就业政
策大讲堂、就业政策上公交、就
业政策“四进四送”等灵活多样
的形式，宣讲就业政策，让群众
知晓政策项目、知晓政策内容、
知晓政策标准、知晓政策程序，
使各项政策更广泛更直接惠及
广大劳动者。三是抓创业政策落
实。协调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对
接，公开办事程序、减少工作环
节、缩短办理时限，畅通政策享
受渠道。

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一
是抓就业创业培训规范管理。二
是抓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市及各
区县至少建设一处融创业培训、
政策扶持、创业孵化、创业服务
为一体的公共创业孵化基地、创
业园区。三是抓重点群体就业援
助。要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摆
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重点做好农
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建
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据库，
并实行动态管理，搞好信息对
接。四是抓失业保险经办。

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一是抓
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牢固确立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的基础
性地位，进一步充实和稳定人员
队伍，加强人员培训，提升业务
素质和工作能力。二是抓就业服
务信息化应用。三是抓实名制管
理。将城镇新增就业、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困难群体认定、就
业失业登记、税费减免、小额担
保贷款、各项就业补贴发放、就
业培训、创业服务、各项就业资
金使用的申报、审核、批复、监督
等所有公共就业服务业务，全部
纳入信息系统，实行实名制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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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将实现新增

城镇就业2.8万人



通过搭建创业培训、融资扶
持、载体建设等三大平台，扶持
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吸纳就业和
劳动者自主创业，充分发挥创业
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截至 11 月底，全市各级共
组织实施创业培训 5055 人，培
训合格率达到 96%；累计发放小
额担保贷款 942 笔，发放金额
11823 .6 万元，同比增长 155 .48%，

完成省目标任务的 124 . 46%。通
过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支
持、创业孵化服务带动就业创业
10836 人。

日照市更加注重完善就业
创业政策体系，凡属省规定有条
件执行的政策日照市全部细化
执行，各项就业扶持政策做到了
无缝衔接，形成了长效机制。特
别是鲁政发〔2013〕22 号、鲁政办

发〔2013〕25 号文件下发后，日照
市及时研究下发贯彻落实意见，
并在全面执行省政策的基础上，
结合日照市实际进行了突破和
创新。

截至 11 月底，全市共拨付
各类就业补贴 3117 . 23 万元，同
比增长 53 .97%，惠及 40208 人。其
中职业培训补贴 1275 . 67 万元，
补贴人数 18940 人；职业介绍补

贴 54 . 24 万元，补贴人数 3615

人；社会保险补贴 793 .6 万元，补
贴人数 4549 人；岗位补贴 673 . 21

万元，补贴人数 3574 人；职业技
能鉴定补贴 122 . 11 万元，补贴人
数 8970 人；一次性创业补贴 3 . 7

万元，补贴人数 16 人；创业岗位
开发补贴 2 . 75 万元，补贴人数
55 人；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157 . 01

万元，补贴人数 437 人。

创业助推工程取实效 就业补贴政策效能释放

就业创业培训质量提升 失业保险有效发挥
通过就业培训现场推进，编

印指导手册统一规范指导，安装
应用实时监控系统深化日常监
管、加强绩效考核、开展群众满
意度调查、积极发挥培训补贴资
金的杠杆作用等多项措施提升
就业培训质量和水平。

截至 11 月底，全市实施就

业创业培训 3 .92 万人，同比增长
0 . 1% ，完成省任务 2 . 8 万人的
140 . 05% 。其中，职业技能培训
34158 人，完成省任务 2 .4 万人的
142 . 33%；创业培训 5055 人，完成
省任务 0 .4 万人的 126 .38%。

于 7 月份执行上调后的失
业保险金标准，由原来每人每月

680 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780 元。
积极做好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
险金期间参加医疗保险相关工
作。失业保险基金实行统一管
理，稳步推进失业保险市级统
筹。认真落实扩大失业保险基金
支出范围政策。全市预算安排扩
大支出资金 6918 万元。

截至目前，全市应用扩大支
出实际拨付小额贷款担保基金
及就业补贴共计 4371 . 18 万元。

有力地支撑了全市小额担保
贷款放贷能力，确保各项就业扶
持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切实发挥
了失业保险稳定就业、促进就业
的重要作用。

就业援助成效明显 基层基础工作加强
针对城乡双零家庭、农村劳

动力、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日照
市建立了就业困难人员动态管
理制度，积极开展就业援助月、

“春风行动”、“送岗位、送政策、
送技能”就业帮扶专项活动，鼓
励单位吸纳、公益性岗位安置、
鼓励灵活就业等多种帮扶措施、

落实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和
岗位补贴，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
现就业。

截至 11 月底，全市实现失
业人员再就业 15855 人，同比增
长 31 .17%，完成省目标任务 9800

人的 161 . 79%；其中，安置就业困
难人员 1329 人，完成省目标任

务 900 人的 147 .67%。
日照市以开展“半小时就业

服务圈”、“微笑服务·和谐就业”
活动为契机，在深入开展基层公
共就业服务工作调研的基础上，
巩固提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
台的建设成果，突出抓好基层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功能完善、丰

富内涵、资源共享等工作，推进
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将就业失
业登记管理、困难人员认定、零
就业家庭登记、求职、培训报名、
劳动力资源管理、创业指导等业
务下沉到基层，实现了市、县
(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居)网络
互联、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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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一场招聘会上，大屏上滚动着招聘信息。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2013 年，被称为“最难就
业季”。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
规模达到 699 万人，是大学毕
业生最多的一年。日照迎难
而上，各项就业目标任务提
前超额完成。

截至 11 月底，全市城镇
新增就业 5 . 53 万人，同比增
长 22 . 99%，完成省目标任务
2 . 73 万人的 202 . 45%；全市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 . 64
万人，同比增长 30 .6%,完成省
目标任务 2 万人的 181 . 79%。
期末实有登记失业人数 13275
人，登记失业率 2 . 4%，低于省
控制目标 0 .6 个百分点。

就业创业

根据此种原因，专家首次
推 出 一 个 治 疗 失 眠 抑 郁 的 产
品，香薰睡眠宝中独有的法国
缬 草 协 同 十 几 味 助 眠 中 药 萃
取物，可高效诱导神经肽 S 的

分 泌 ，缩 短 激 活 同 源 受 体
(NPSR)的过程，迅速引发细胞
内 CA+动员，回复主动睡眠和
消除抑郁和焦虑，快速缩短入
睡时间，提高睡眠深度，睡醒

后精神清爽。
香薰睡眠宝一经上市，99%

以上的患者表明香薰睡眠宝对
各种顽固性失眠，多梦，易醒早
醒，神经衰弱有神奇的效果，当

天即可享受 8 小时深度睡眠
(香薰睡眠宝)高效安全，只要你
想睡的香，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

抹一抹，即可从源头上解决顽
固性失眠，入睡困难，睡后易醒，

假睡眠的状态，从根本上降低夜
间脑细胞的活动频率，改善大脑
神经传导，达到静心安神，恢复
记忆。从而达到治愈失眠的目
的。

““失失眠眠””不不吃吃药药，，一一抹抹睡睡好好觉觉

地址：中医院对过润生堂大药房六分店 港口医院对过润生堂大药房总店 市医院北门斜对过润生堂八分店

咨询电话：15315979288

失眠，就医学理论来讲，其实身体并不是疾病，而是人体内生物能量失衡，体内睡眠物质的传递受阻，从而导致
生物钟紊乱的现象，人体就会难以入睡，或者一直处于清醒状态(又乘务假睡眠)

本品非普通的安眠类药物，而是治疗和调理同步进行的，克服了传统安眠类药物治标不治本的缺陷。只要你按疗程服用用，等人体内生物钟恢复正常以后，即可以戒掉所有的
安眠类药物，且不会产生戒断后综合症。摆脱了以往“吃了就睡觉，停药就不睡”的恶性循环。

经过临床验证，一般的失眠患者当天抹当天见效，重度患者 1-3 个疗程即可康复。本品三盒一个小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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