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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7万
贫困劳动力端上“饭碗”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就业服务机构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的部署要求，加强组

织领导，夯实工作基础，狠抓责任落实，就业扶贫

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全省50.34万贫困劳

动力中，已有 28.47万人实现就业，占贫困劳动力

总数的56.6%。

为扎实推进就业扶贫工作，我省着力建设就

业扶贫载体，全力以赴打造就业扶贫园区、龙头企

业扶贫基地、乡村工业扶贫车间、新型农村合作

社、非正规就业组织、就业扶贫专岗等六类就地就

近就业平台，并在政策、资金、服务上给予倾斜，促

进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截至目前，全省共建立

就业扶贫示范园区60个、国家级就业扶贫基地46
家、省级就业扶贫示范点 600 个、就业扶贫车间

2187个。

以此同时，我省建立了涵盖政策扶持、资金奖

补、就业服务、督促考核等一整套工作机制，出台

多个含金量较高的就业扶贫政策，为个人、机构、

企业提供政策大礼包，并按照识别精准、落实到

位、工作可持续的总要求，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开展

“保姆式”“点对点”服务。

18266名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找到工作

今年，我省应届高校毕业人数首次突破30万，

达到 30.38万人。截至 9月 1日，我省应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人数为 26.21万人，初次就业率 86.28%，

同比上升 0.46个百分点。截至 10月底，人社部和

省教育厅移交省人社厅江西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 34554人，已有 26116人进行了登记，占移交

名单的 75.58％，其中 18266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实现就业，占移交名单的52.86％。

今年以来，我省推行统计时间、调查关口、跟

踪服务“三个前移”服务机制，横向加强与教育部

门的工作衔接，明确移交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信息

的时间节点，实现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不

断档；纵向及时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信息分

解下发至市、县人社部门和乡镇（街道）人社工作

平台，实现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不断层。

我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 21项具体措施，积

极营造高校毕业生立足基层成长、服务基层成才

的良好环境，确保高校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干

得好、流得动。同时，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

进计划，实施了能力提升、创业引领、校园精准服

务、就业帮扶、权益保护五大行动，用足、用好社保

补贴、见习补贴、一次性求职补贴等各类补贴政

策，努力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不降低、有提

高。今年，全省共为 28297名 2017届高校毕业生

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 2829.7 万元，同比增长

26.25%，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1人享受这项政策。

32.4万
江西人返乡创业带动就业

近年来，我省在保持劳务输出一定规模的同

时，大批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等返乡创业创

新。目前，我省累计返乡创业人员达32.4万人，带

动就业 149.2万人，平均每 1人返乡创业吸纳就业

4.6人，形成了人回乡、钱回流、业回创的“雁归效

应”，成为促进我省就业创业的一支强大力量。

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返乡创业工作，先

后印发了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实施返乡

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等重要文件，全方位、多层次

推动返乡创业工作。为引凤还巢，我省针对返乡

创业者的不同需求，开展了形式多样、特色鲜明

的创业服务。去年以来，全省共组织创业项目推

介 666场次，举办创业大赛 121场次，累计为返乡

创业者提供创业指导13.4万人次。为返乡创业人

员开展创业培训 8.78万人次，发放创业培训补贴

4.1亿元，为 5.8万名返乡创业人员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62.6亿元。目前，全省共建立创业孵化基地

175个，其中返乡创业孵化基地70个，吸纳返乡创

业实体 3304个，带动就业 2.6万人；建立返乡创业

园 69 个，吸纳返乡创业实体 3543 个，带动就业

10.3万人。

就业稳中向好 民生持续改善
——江西省就业创业工作纪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句话
深刻道出了党和政府心系群众、关注民生的政治情怀，
也道出了就业对于民生的根本性地位。

在江西，省委、省政府坚持把促进就业创业作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第一位的任务，坚持就业优先战
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的背景下，保
持了全省就业局势的总体稳定。

今年以来，我省以落实积极就业政策为重点，以提
升就业服务质量为抓手，不断创新服务举措，加大工作
力度，推动全省就业创业工作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截
至 10 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50.99 万人，同比增长
2.62%，完成133.31%；失业人员再就业19.49万人，同比
增长 0.25%，完成 104.16%；困难人员就业 5.03 万
人，同比增长0.8%，完成125.75%；新增转移
农村劳动力 54.8 万人，同比增长
1.2 %，完成 109.6％；登记失
业率 3.34%，低于目标任
务 1.16 个百分点，继
续 维 持 低 位 运
行。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

之源。今年以来，我省围绕落实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完善创业政

策，加强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等载

体建设，提升创业服务水平，在全省

营造创业创新的浓厚氛围，通过创业

带动就业。

为激发各类人员创业活力，我省

以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科技人

才、企事业人员等创业生力军为重点，

从政策端发力，出台针对性政策，激活

创业因子。针对高校毕业生实施33项

举措，针对返乡农民工出台 16条措施，

针对科技人才和企事业人员创新停职离

岗创业政策……通过精准施策，激发了创

业活力，“想创业”成为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加大创业载体建设、创业服

务力度和创业担保贷款支持。截至目前，全省

共建立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等平台232个，吸纳

创业实体 1.73万个，带动就业 15.68万人。各地涌现

出一批占据市场份额高、销售收入可观、带动就业人数多的

产业，吸引、聚集了大批创业人员，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创业担保贷款新政策，加大了对重点创业群体、优势项

目、特色产业、新兴业态的扶持力度，进一步降低门槛，帮助

更多人解决创业融资难题。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新增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94.8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94.8%，

同比增长 0.32％，通过创业担保贷款直接扶持

个人创业 6.6 万人次，带动就业 29.5 万人

次，贷款规模、扶持人数等指标继续

保持全国领先。

活创业
重点培育创业生力军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群众对就业服务的要
求越来越高。我省围绕落实“放管服”，结合群众

需求，深入推进“互联网+就业”，加快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服务

对象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全方位公共
就业服务。

我省认真落实“互联网+人社”2020 行
动计划和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应用指
导意见，紧扣“数字人社”建设要求，推动

“一库两网三平台”，即全省集中的就业中
心数据库、公共就业互联网和服务管理局
域网，“互联网+”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公共招聘平台和大数据监测应用平台建
设，初步建成业务专网、公网、无线网“三
网一体”，覆盖城乡、直达到村的公共就业
服务网络体系，实现了就业服务信息网
络、业务功能、服务对象三个全覆盖，促进
全省就业创业信息服务协同。

就业创业培训力度持续加大。我省建
立覆盖对象广泛、培训形式多样、管理运作
规范、保障措施健全的培训工作新机制，按
照“招工、培训、就业”三位一体要求，积极
探索出订单式、定向式等校企合作培训模
式，提高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
开展创业培训、电子商务培训、网络创业培
训和创业实训，提升创业人员创业能力。今
年以来，全省共开展工业园区企业定向培训
28.27万人、创业培训12.48万人、电商培训5.43
万人。

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在今年9
月 15日至 19日人社部举办的首届全国创业就业

服务展示交流活动中，我省8个项目参展，参展数量
居全国前列，占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推荐项目的

5.1%，高出平均数的 63.26%，其中江西“6+1”模式就业扶
贫等2个项目为特展项目，占特展项目总数的9.5%，取得了丰

硕成果。此外，我省还举办“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江西省首届
创业培训讲师大赛、“江西省青年风云人物”评选活动、“大学生创业公

开课”等活动，实现“活动+宣传+政策+培训+资金+孵化”的叠加效
应。

细服务细服务
实现优质高效便捷

重点群体就业稳不稳，直接关系
到全省就业形势。今年以来，我省

以高校毕业生、去产能职工、贫困
劳动力等群体为重点，持续加大

帮扶力度，坚决打好稳定就业这
场硬仗，有效解决“就业难”问

题，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针对高校毕业生，我省推

行统计时间、调查关口、跟踪
服务“三个前移”服务机制，
加强部门衔接，明确时间节
点，分解下发任务，实现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不断
档。同时，出台一系列政
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努力实现高校
毕业生就业水平不降低、有
提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我省把职工安置作为去
产能工作的重中之重，省领
导亲自调度抓落实，确保去
产能职工安置工作稳步推进，
全省没有因去产能职工安置
引发群体性事件，没有出现规
模性失业，切实维护了社会和
谐稳定。截至 10月底，全省共
关闭退出62家去产能煤矿企业，
涉及职工总数为4667人，拟分流
安置人数为 2824人，目前已经分

流安置2270人，占比为80.38%。
在脱贫攻坚战中，我省扎实推

进就业扶贫，着力于就业扶贫载体建
设，全力以赴打造就业扶贫园区、龙头企业

扶贫基地、乡村工业扶贫车间、新型农村合
作社、非正规就业组织、就业扶贫专岗

等六类就地就近就业平台，并建立政
策扶持、资金奖补、就业服务、金

融支持、督促考核等一整套工
作机制，在政策、资金、服

务上给予倾斜，促进贫
困劳动力就业。

稳就业稳就业
解决重点人群“就业难”

【
就
业
工
作
亮
点
】

江西省首届创业培训讲师大赛

创业培训讲师大赛受追捧

全省推动返乡创业工作现场会

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就业扶贫车间就业扶贫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