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月6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梁超业 美术编辑翁浩强B04-05 乐业·新政

联系我们 qnbhdb@163.com

“上海就业新政的亮点主要体现在‘完善

标准’、‘加大力度’、‘可持续性’三个方面。”中

国人才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公

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沈荣华向青年报记者表示，完善标准是指完

善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标准，这是做好就业

援助工作的前提；加大力度是指提高并建立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补贴标准，以及扩

大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对象范围，这是做好

就业援助工作的重点；可持续性是指建立持

续进行就业帮扶的培训体系，这是后劲。

俗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沈荣华分析，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

2017年全力确保就业局势稳定的一项根本

性措施。“这次新政策中明确了对就业困难

人员的培训帮扶政策，抓到了就业援助工作

的根本，是就业援助政策的最大亮点，特别

‘职业训练营’等服务手段的引入，是上海职

业技能培训的一大创造。”沈荣华向青年报

记者介绍，有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的受教

育程度对劳动生产力影响甚大。以一个文

盲的劳动生产力为基数，一个具有小学文化

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43%，一

个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提高劳

动生产力108%，一个具有大专文化的劳动

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300%。“因此，此项

培训措施对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的自身素质、

加快人力资源培养与开发、发展劳动生产

力，将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

要处理好社会长期失业人群的问题，除

了完善就业帮扶政策外，沈荣华分析，人社

部门还可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可以

研究制定就业战略规划。该规划主要包括

四大目标：一是鼓励创业，以带动就业；二是

加强职业培训，以提高就业能力；三是强化

就业适应性，以鼓励企业灵活用工和员工弹

性就业；四是促进公平就业，以消除就业歧

视。又如，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开展‘最

大限度地促进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模

式’研究。”沈荣华表示，研究内容有四个方

向。一是就业宏观政策，要注意促进宏观经

济的稳定性和财政税收的平衡性。二是研

究产业或部门政策，应通过长期性市场激励

措施，促进就业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三是研

究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制定并实行确保劳动

力市场有效而公正运行的体制、机制和政

策。四是研究人力资源开发的体制、机制和

政策，应制定并实行有利于降低贫困和促进

社会融合的目标和计划。再如，把就业效应

作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最主要指标，

作为考核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解决民生

问题的首要因素。

就业工作是人社部门的第一位任务。

沈荣华分析，在2017年就业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的形势下，上海市调整就业援助政策，

是积极应对新形势新情况，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的重要举措，

对于进一步做好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工

作、实施就业援助和就业帮扶、加强就业服

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保持

就业格局总体稳定，以迎接党的十九大召

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沈荣华：培训帮扶政策是本次新政最大亮点

何为就业困难人员？据市人社部门
的工作人员介绍，《就业促进法》规定，就
业困难人员是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
家庭因素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
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人员。
2010年，本市确立了“失业6个月以上等
基本条件与大龄失业、协保人员等七种类
型”的“1+7”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体系。近
年来，国家级、市级人社部门在文件中也
多次扩充了“就业困难人员”定义。

在上海，到底哪些人群属于就业困
难群体？这次“意见”给出了集中界定的
认定“准则”。

此次“意见”中明确，“就业困难人员”
主要是指法定劳动年龄段内有一定劳动
能力且就业愿望迫切，但因自身就业条件
差而难以实现市场化就业，连续处于实际
失业状态6个月以上，且属于零就业家庭
成员等七种类型的本市户籍人员。

我们发现，在此次“意见”中，长期失
业青年、“一户多残”家庭成员等群体新
纳入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

目前，长期失业青年已成为就业工
作的重点帮扶对象。“帮助8000名长期失

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已于2015和2016
年连续两年被列市政府实事项目。人社
部门通过“启航”计划等专项帮扶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矛盾，但现在的手
段还仅仅停留在提供针对性的公共就业
服务方面。据工作人员介绍，基层在调研
时普遍反映，相当一部分失业青年，除了
需要获得公共就业服务支持外，还希望得
到“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因此，“意见”
将“经多次、长期推荐服务仍未就业的长
期失业青年”纳入至认定范围。

“在‘一户多残’家庭成员未被纳入
认定范围前，即便这类人群在就业方面
非常困难，但人社部门也很难利用政策
去帮助他们，但新政策出台后就不一样
了。”虹口区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王星如
是介绍。

为了对这一更为特殊和困难的群体
提供重点帮扶，同时助推“2020年残疾人
家庭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上
海残疾人事业“十三五”发展总体目标的
实现，“意见”将“一户多残”家庭成员列
入，以此帮助他们就业，也鼓励用人单位
吸纳这类就业人员。

上海就业援助新政解读

扩范围、调标准、提能力 做好新形势下的就业援助工作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形势下，面向就业困难群体的援助工作

也进入了“转型升级”期。为切实做好就业援助工作，日前，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多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本
市就业援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完善就
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标准，优化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相
关政策规定，扩大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对象范围，进一步完善“双
特”政策，探索购买社会服务促进困难群体就业、探索如职业训练
营的培训模式等内容。此项新政调整优化了原有援助模式，使得
就业援助政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赵颖欣

完善“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标准

专家
观点

周培骏 制图

根据本市低收入家庭和低保家庭标
准、名称调整的实际，将农村低收入家
庭和城镇低保家庭，合并表述为低收入
困难家庭成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
员。同时，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删除“解
教”人员的表述。

对此，徐汇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翁

海明赞叹不已：“调整合并这一举措非常
好，把原来分散在各个文件中的人群，做
了合理的归类，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就
业援助”。她从一线公共就业服务者的
角度分析认为，今后对就业困难人员的
认定标准将更加清晰，在宣传、服务等
方面，就业援助工作也将得到“升级”。

调整合并“就业困难人员”类别

目前，上海就业援助从类型上分
为市场化援助方式和保护性安置方
式，保护性安置方式主要是通过公益
性劳动组织进行安置。

在市场化援助方式中，“双特”政策
是本市2013年以来在就业援助领域的
一次重要探索，“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
条件从“以人群为特征”向“以岗位为特
征”进行了拓展。具体而言，“双特”政
策指的就是鼓励“特定就业困难人员”
到特定行业工作的扶持政策。

具体而言，“双特”政策指的就是
鼓励“特定就业困难人员”在特定行业
实现就业的专项就业补贴政策。据王
星介绍，“特定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所属
行业原先是四大类，包括绿化市容、物
业管理、涉老服务以及农业相关用人
单位一线非管理类工作岗位就业，现

在“意见”中明确，所属行业将从原先的
四大类工作岗位扩大为六大类，增加
了邮政快递、养护服务行业。“在这类
岗位上工作的人员，如果不符合七大类
就业困难人员标准，但他们又愿意去文
件规定的相关特定行业单位就职，那么
现在就可以把他们认定为特定就业困
难人员，给予政策扶持。”

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鼓励
了上海户籍人员去从事特定行业，据
翁海明介绍，在多数人看来，目前六
大行业工作内容辛苦，薪资较低，故
行业内的劳动者以来沪人员为主，鲜
有本地人去应聘，“所以有关部门也
希望通过政策调整来发挥导向作用，
引导鼓励这些具有公共服务性质行
业吸纳更多就业困难的本市劳动力
就业。”

扩大“双特”政策行业认定范围
在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方

面，“意见”中优化了两点规定：一是明
确“要求在一线非管理类工作岗位就
业”的用工条件。在翁海明看来，设置

“要求在一线非管理类工作岗位就业”的
用工条件使得政策服务的对象更精准。
原来用人单位只要吸纳了“就业困难人
员”，不管就业困难人群从事什么岗位都
能享受政策补贴。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基层工作人
员发现，有些大龄人员被认定为“就业困
难人员”比较容易，但他们中的部分人群
却从事薪资水平较高的管理岗位。“不一
定年纪大就是弱势，他们可能经验更丰
富且拥有技能，收入也不低，我认为资金
还是要用到真正困难的人群身上。”

二是完善了单位吸纳就业补贴机
制。将当前16000元/年的单位定额补贴

调整分设为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并建
立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其中，岗
位补贴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50%；社保
补贴标准为以最低缴费基数计算的养
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缴费额中用人单位
承担的50%。

对此，翁海明认为，从单位角度出
发，补贴的增长机制与上年度社会平均
工资挂钩，这一机制有望促成补贴稳定
且科学合理地增长。“因为企业用工成本
也在增加，原来不知道何时补贴能增长，
会增长多少,只能很被动地等待新标准的
出台,而现在则可以主动准确地计算出增
长幅度，那么人们对于未来的预判也能
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从个人的角度出
发，翁海明表示企业如果对补贴额度有
更加稳定的预期，他们可能会更积极地
去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优化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政策
“补贴提高后，企业招录‘双特’人群的

动力肯定会被调动起来。”上海恒润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周国梁介绍说，2014年

“双特”政策制定后，每净招收一位“双特”劳
动者，企业可拿到800 元一个月的岗位补
贴。但公司在申请“双特”补贴时，需要满足
员工“净增加”的条件。也就是说，公司若有
20名员工登记在职，在招录“双特”人员时，
必须保证原本公司的20位员工无一人离职
退工，“净增加”的“双特”员工才能享受补
贴。部分企业人事因认为使用政策的时间成
本较高而放弃使用该政策。据市人社部门统
计，2014年全市申请“双特”政策的为1000
余人，2015年上升至两千余人次，与单位吸
纳“就业困难人员”数量相差较大。

了解到此情况后，市人社部门在新版“意
见”中，同时调整了补贴计算办法，将净增加就
业人数的规定调整为“新增”。通俗来说，就是

“吸纳一人补贴一人”。如此一来，企业只要招
用“特定就业困难人员”，都可以为符合条件的
员工申请“双特”补贴。据介绍，新政策后，对

“双特”人员的补贴期限也与面上单位吸纳“就
业困难人员”保持一致。

“最低工资标准只要每年提升，用人成
本也随之上涨。补贴标准是不是也该调整
变化？”不少招募“双特”人员的公司人事向
区级就业促进中心工作人员提出上述建
议。在此次新政中，“双特”人员的补贴标准
也做出了调整。将以往800元/月的定额补
贴标准，调整为按本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的
50%给予岗位补贴。以2016年的最低月工
资标准计算，年补贴额比原标准增加了
3540元。作为公司运营负责人，周国梁了
解新政细节后拍手叫好，“最近企业要扩大
发展规模。对企业来说，用人成本降低，负
担自然就少了，我们发展也能‘加速度’。”

增补贴、改方式 完善“双特”政策

“意见”将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
对象，由大龄失业人员和离土农民，扩大
到所有“就业困难人员”。

事实上，如今灵活就业已经成为劳动
者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不是所有人都期
望到党政事业单位去就业或正规企业上
班，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通过自由职业
实现就业的方式。鼓励多重社会就业形
态，并将其纳入到政策体系中，多渠道进
行就业帮扶，则更为有利。”据翁海明透
露，其实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就发现目前灵
活就业的人群数量很大，而在这些人群
中，特别是青年人群占了很大比例。“有不

少长期失业年轻人由于外貌、体型等个人
身体条件原因，很难被企事业单位招用，
而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开个网店、做点小生
意。对于这样的人员，相应给予一定补
贴，鼓励他们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也是符
合当前实际的。”

记者了解到，此次意见还探索了就业
困难人员“自动退出”机制。对于用人单位
吸纳的“就业困难人员”（包括“特定就业困
难人员”）以及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
员”，实行补贴期满自动退出的机制。对于
这一政策调整，翁海明认为将有利于“优化
配置”和“节约资源”。

扩大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对象范围

近20年来，上海市的就业援助政策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调整完善，援助方式
已经从“以保护性安置为主”向“以促进市
场化就业为主”的方式转变，并且更关注援
助者的就业能力。本次新政就加强了对

“就业困难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授
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此次新政规定，“就
业困难人员”可以自主选择参加补贴目录
内的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鉴定合格的予
以培训费100%补贴。通过开展定向培训，
促进“就业困难人员”提升技能实现就业，
就业上岗的人员可获得 100%培训费补
贴。如今的培训方式是传统技能培训和
3-6个月的见习机制。此次，“职业训练
营”等服务手段将作为职业培训形式的创
新突破，纳入到至今后的就业促进工作，以
提升“就业困难人员”的技能素养。

目前，各区就业促进中心正在根据本
区特色，探索职业训练营的运作模式。各区
就业促进中心将在2017年打造出一个区拥

有一系列职业训练营并形成一个品牌的“一
区一营一品”模式。根据各区自身条件和
区域产业发展方向，职业训练营有望按特
点将“分营”开到高校、企业。在高校中，学
生将获得有关职业观念、就业能力的学
习。在企业里，则为就业困难人员消除“最
后一公里”。

“职业训练营是为有就业意愿和求职
需求的青年实现自主就业打造的一体化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我们会根据不同就业人
群的需求，开展融合职业指导、技能实操、岗
位实践与岗位推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模
块化的能力训练。”翁海明介绍说，徐汇区
的职业训练营中今后或会加入在校大学生
就业培训、有重新择业需求的人员职业训
练等内容。类似如何精致高效地做出
PPT、如何规划职业生涯等职场“硬本领”和

“软技能”的培训，今后将会出现在公共就
业帮扶培训中，帮助青年树立积极的就业
观念，实现个体的稳定就业和高质量就业。

职业训练营引入“就业困难人员”技能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