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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焦作市用工信息推荐（摘选）

本报讯（记者杜玲）就业是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居民收入的
主渠道，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话
题之一。2018年，我市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再创新高：全市城镇新
增就业 7.55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
的126.9%。全市城镇失业人员再
就业 2.15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158.1%；全市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0.79 万 人 ，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的
213.5%；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3.07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
204.7%；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94 亿 元 ，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的
149.7%。

去年以来，我市牢固确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
“统筹城乡、高质量就业”的理
念，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着
力破解企业招工难、群众找工作
难、创业贷款难、农民工维权难
等难题，努力让每个有劳动能力
的群众都有参加工作的机会，让
城乡居民口袋持续“鼓起来”；围
绕经济转型对人才的需求，下大
力气抓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待
遇兑现，引导劳动者到各类企业
大显身手，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的
用工需求，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立完善统筹城乡就业创业

目标责任体系。我市始终坚持把
抓好就业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站在全面小康“不落一人”的高
度，将就业纳入县 （市） 区目标
考核体系，列入党政“一把手”
工程；始终坚持把抓好就业作为
最大的民生工程，每年都把“城
镇新增就业”列入全市十大重点
民生实事，采取一系列就业政策，
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
强；始终坚持把抓好就业作为经济
和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围绕经济转型对人才的需求，下大
力气抓技能培训、岗位推荐、待遇
兑现等工作，引导劳动者到各类企
业大显身手，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的
用工需求，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建立完善统筹城乡就业创业
平台体系。在村一级，按照“八
个统一”标准，在全市1826个行
政村全部设立了人社服务站，将
人社业务延伸至村、就业信息直
通至村，构建了市、县、乡、村
四级人社平台体系，初步破解了
城乡就业创业不平等、不公平、
不均衡的问题；在县、乡两级，
开展标准化人社服务大厅建设，
建设和命名了 113 家创业孵化基
地；在市一级，建立了人才服务
大厅、人力资源市场、失业人员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创业培训中
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
每周都举办招聘活动，日常招聘
活动不间断。投资6.8亿元开工建
设市技师学院新校区，设立人社
就业创业网、微信公众号、在线
直播平台、网上办事服务大厅。

建立完善统筹城乡就业创业
政策体系。出台了促进就业创业
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给予大力扶持；出台了“1+6”
创新创业人才政策，设立人才

“一站式”服务窗口和人才专员，
为高层次人才发放“一卡通”，从
资金资助、住房保障、医疗保
障、配偶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
提供服务；对全市培育引进的两
批 41 个创新创业人才 （团队），
给予扶持资金5650万元，激发了
人才创新创业热情；出台农民工
返乡创业示范乡镇、示范园区、
示范项目三大评审认定办法，按
照自主申报、评审、组织实施、
考核的程序，每年认定一批市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乡镇、农民
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和优秀示范
项目，对其分别奖励20万元、10
万元、1 万至 10 万元；完善全民
技能振兴工程推进机制，每年举
办一次全市技能大赛，对获奖者

授予“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并
给予重奖，营造“学技能有奔
头、当工人也光荣”的氛围；完
善创业担保贷款办法，扩大贷款
范围，降低贷款门槛，在市一级
建设贷款综合服务大厅，并将贷
款业务延伸至乡、村人社平台，
提高了创业贷款效率。

建立完善统筹城乡就业创业
服务体系。积极实施“年度十万
个就业岗位推荐专项行动计划”，
组织实施“就业援助月”“春风行
动”“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
业生与产业集聚区对接招聘”等
大型专场招聘活动。2018年10月
20日，在河南理工大学举办了全
国第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
毕业生焦作巡回招聘活动，同步
举办了我市“引才聚焦”人才政
策发布会等活动，现场达成初步
就业意向 9230 人。2018 年 10 月，
赴郑州参加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同时举办我市第七届海
外英才中原行创新创业洽谈会，
争取到人才项目67个。全市共举
办 281 场专场招聘会，6477 家企
事业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岗位
15.6 万个，完成年度提供岗位目
标数的156%，17.8万余人现场参
加招聘会，达成就业意向 3.01 万
人。

为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
力、贫困劳动力等特殊群体做好
就业服务工作。采取“招录进机
关、招聘进事业、招工进企业、
招募进基层”等措施，拓宽高校
毕业生就业渠道，开展公益性岗
位招聘大学生工作，每年接收高
校毕业生 1 万人左右，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比较稳定；2018年在
全省建成首家农民工综合服务中
心，为农民工提供进城务工周转
服务平台——“一元爱心公寓”，
农民工只需每天缴纳 1 元钱就可
以入住，还能免费参加培训、免
费维权，帮助农民工度过进城务
工最初的“缓冲期”；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3.07 万人，完成年
度目标的204.7%；实施贫困劳动
力“一家一人转移就业扶贫工
程”，通过开展一村一场招聘会
10万个岗位送农村活动，建立扶
贫转移就业基地、扶贫培训基地
和扶贫车间，促进贫困劳动力家
庭至少实现一人就业。截至去年
12 月底，我市 23179 名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2018年我市城镇新增就业 万人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杜玲）继续提
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建立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筹资新模
式，帮助缴费困难人员解决续保
缴费难题；鼓励和引导各类城乡
居民积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
范围；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费率，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积
极稳妥地实施我市失业保险稳岗
补贴、职业技能补贴政策……

刚刚过去的2018年，我市企
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作亮点
纷呈，让人们实现了老有所养、老
有所依，百姓的幸福指数越来越
高。据悉，全市约有 15.95 万名退
休人员人均增加养老金约 129.22
元；市直 5177 名企业职工办理了
退休手续。截至目前，符合条件的
55家单位已审核并享受失业保险

稳岗补贴，涉及 33162 名职工，发
放稳岗补贴约1654.74万元。

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方面，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据市人社局企业养老与失业保险
科科长周玉欣介绍，《省人社厅关
于2018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的通知》下发后，市人社局积
极与市财政局沟通，联合印发了

《关于转发豫人社 【2018】 30号文
件2018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的通知》，与市社会保险事业管
理局联系，积极组织实施，增加
的养老金已按照省人社厅要求于
2018 年 7 月底全部发放到退休人
员手中。据悉，全市约15.95万名
退 休 人 员 人 均 增 加 养 老 金 约
129.22元，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
围，鼓励和引导各类城乡居民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人
社局与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转发
了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和省税务
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灵活就业人
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
题的通知》，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条件、
缴费比例、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及
待遇计发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进一步推进了社保服务的便民化。

建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筹资新模式，帮助缴费困难人员
续保缴费。为解决我市已参加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困难
人员的缴费续保问题，市人社局
与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
发焦作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人员助保贷款实施办法 （试
行）的通知》，按照“个人自愿申
请、金融机构放贷、政府适当贴

息、退休归还贷款”的原则，帮
助缴费困难的参保人员续保缴费。

办 理 企 业 职 工 退 休 手 续 。
2018年，市直共办理企业职工退
休手续5177人，其中办理正常退
休手续 3761 人、提前退休手续
1416人；审查县 （市） 区企业职
工正常退休6592人，办理提前退
休 629 人。退休手续办理结果全
部按月进行了公示。

在失业保险方面，继续阶段
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减轻企业
和职工负担。依据《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
厅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
费率的通知》 精神，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失业保险费率继续按
1%执行。降低费率的期限为2019
年4月30日。

积极稳妥地实施我市失业保

险稳岗补贴、职业技能补贴政
策。对采取在职培训、转岗安
置、轮班工作、协商薪酬、待岗
发生活费等措施不裁员、少裁
员，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由失
业保险基金给予稳定岗位补贴，
并进一步简化经办手续，提升工
作效能。截至目前，符合条件的
55家单位已审核，稳岗措施涉及
职工人数达到 33162 人，发放稳
岗补贴资金约1654.74万元。

此外，继续贯彻落实使用失
业保险基金全力助推脱贫攻坚工
作相关政策。按照省人社厅《关
于印发失业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工
作专项方案的通知》，继续为失业
人员在提供一次性创业补助、借
用失业基金补充创业贷款担保基
金、就业安置补助等方面提供支
持。

2018:参保范围不断扩大 养老金待遇稳步提升

解放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利用该系统帮助群众在网上办理了2019
年全市第一本就业创业证。 崔晓伟 摄

本报讯（记者杜玲） 为了从
根本上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甚至不跑腿”的服务
目标，全市人社部门牺牲了2019
年元旦休息时间，争分夺秒、攻
坚克难，确保河南省“互联网+就
业创业”信息系统于1月1日在我
市顺利启用。据悉，1月2日，解
放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利用该系统
帮助群众在网上办理了全市2019
年第一本就业创业证。

据了解，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我市市、县（市）、乡镇（街
道办事处）、村（社区）的所有就

业创业业务都要通过“互联网+就
业创业”信息系统，按照 《河南
省公共就业创业业务经办规程和
办理流程 （试行）》 规定的程序
进行办理，原就业系统停止办理
一切就业创业业务。市人社局要
求，全市各级就业创业业务经办
单位要基本实现“一门、一窗、
一网、一次”和“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的工作要
求，坚决杜绝出现因信息系统应
用而影响群众办理就业创业业务
的情形。

届时，全市就业创业方面的

多项业务均可实现更快速、更便
捷的网上办理，群众不但可以在
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窗口寻求就业
创业服务，还可以通过“河南就
业 网 上 营 业 大 厅 ”（http://
222.143.34.190:8081/jyweb） 自 助
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就业
困难人员认定、职业技能培训
报名、创业补贴申请、灵活就
业人员社保补贴等有关就业创
业事项，以“数据多跑腿、群
众少跑腿”的高效服务，真正
实现“一网通办、马上办”的服
务目标。

我市启用河南省我市启用河南省““互联网互联网++就业创业就业创业””信息系统信息系统

本报讯（记者杜玲）昨日
9 时，报名参加我市首批大学
生公益性岗位招聘的就业困难
高校毕业生赵云，到市人才交
流中心服务大厅凭身份证进行
了面试资格确认。据悉，我市
第一批大学生公益性岗位计划
招聘 100 人，共有 117 人报名。
1 月 9 日至 10 日，考生需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市人才交流
中心服务大厅进行面试资格确
认，1月13日参加面试。

根据 《焦作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关于招聘大学生公
益性岗位的公告》规定，为进
一步帮助我市尚未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尽快实
现就业，我市首批市委办公
室、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市政
府办公室、市政协机关、市监
察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市北山治理
办、市旅游局、市社会医疗保
险中心、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
局、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12
家机关事业单位，将公开招聘
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 100 名，
服务期限为 3 年，月基本工资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
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此次招聘的对象和条件
是：具有焦作户籍；困难家庭
（包括享受低保待遇家庭、零就
业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等） 中就业困难的、毕业 5 年
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
业半年以上、毕业 5 年内的普
通高校毕业生；具有国家统招
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进
行失业登记并持有就业失业登
记证。“据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工
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第一批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报

名工作已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
截止，共有 117 人报名。经审
核，其中有 35 人符合报名条
件，82 人因登记失业不到半
年，暂不符合报名条件。

但是，作为解决我市就业
困难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的新
举措，针对大多数报名大学生
不符合“登记失业半年以上”
这一报名条件的实际问题，经
市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
定对符合报名条件的35人，经
面试合格后，可直接聘用；对
暂不符合报名条件中“登记失
业半年以上”的82人，可以参
加面试。面试合格的，需等登
记失业日期满半年后，由人社
部门统一安排岗位并办理聘用
手续。

1月8日，我市已将《焦作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招聘大学生公益性岗位面试公
告》发布在市人社局网站，并
将面试资格确认人员名单进行
了公示，包括符合报名条件的
35人名单、暂不符合条件但可
参加面试的82人名单。

该负责人提醒，1月9日至
10 日，117 名报名人员需携带
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市人才交
流中心大厅进行面试资格确
认。进行面试资格确认时，考
生应本人到场。有特殊情况需
委托他人办理的，应出具委托
书。逾期不参加面试确认的考
生，将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

据悉，面试时间是 1 月 13
日。届时，将采用结构化面试
方式，面试地点以面试通知单
为准。本次面试不分岗位，成
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拟聘岗位
总计划数1∶1录用，统一调配
岗位。

我市117人报名参加首批
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招聘

面试资格确认时间：1月9日至10日 面试时间：1月13日

公 告
河南省智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严常兵、谢生英、吴兴明、沈守海、雷成国、
崔友春、胡少忠、严辉钦、严欢、郭永杰、严秋月、沈守
洋、沈家宏、张杰14人诉你单位和焦作亿祥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海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工资等劳动人事争议一
案 （焦劳人仲案字 【2018】 第109-122号）。本委按照你单
位注册地邮寄送达了本案仲裁裁决书 （14 人份），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本裁
决书有效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就该劳动争议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焦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0日

公 告
焦作洹河纳米光电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任琦、岳丽丽、孔令佩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
资、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一案 （焦劳人仲案字
【2018】 第186-188号） 已审理终结，本委按照你单位注册
地邮寄送达了本案仲裁裁决书 （3人份），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本裁决书有效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就该劳动争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焦作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9年1月10日

市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自去年成立以来，坚持为农民工尽职
尽责服务、为政府分忧。从去年中秋节以来，该中心直接帮助农
民工讨薪1900万元，惠及农民工2000余人。日前，一家建筑施
工单位因不支付包工头工程款，导致包工头没钱而拖欠农民工工
资，在该中心的大力协调帮助下，1月3日，近30名农民工在该
中心服务大厅领到了20万元的工资。图为工资发放现场。

本报记者 杜 玲 摄

企业名称

博爱三峡益众新能源有限公司

焦作市常春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和熙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东方今典集团焦作项目公司

焦作居然之家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煤特钢有限公司

焦作市佳业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弗利德革业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建国饭店

焦作四维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操作工（外操）

辅导老师、机器人教师、市场主管、市场策划、人事主管

机修、电工、铆工、钢结构图纸设计员、焊工、现场项目经理

置业顾问、外拓专员、销售外场专员

行政专员、平面设计、人事专员、保洁员、保安、电工

镗工、车工、热处理工人

业务经理

会计

客房楼层服务员、公共区域保洁、前台接待、行李生（男性）

厨师、数控下料（学员也招）、坡口（学员也招）、二保焊工

条件

学历不限

学历不限

学历不限

学历不限

学历不限

18~45岁，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表达能力强，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大专以上学历，35岁以下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包食宿及洗浴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人数

10

30

20

10

15

80

数名

数名

数名

80

月薪（元）

2200

3000~15000

面议

2400~3400

面议

面议

面议

3000~5000

面议

2000~8000

联系人

李女士

邓老师

庞女士

王女士

刘女士

李女士

人事部

李部长

人事部

李女士

联系电话

15826008386

17761649601

13103612606

（0391）8868608

（0391）3789600

18623910372

15225893716

18623890088

（0391）2660020

13523351801

2019年1月份，全市人社系统深入2500家企业，收集4.2万条用工信息，最高月薪1.5万元。求职者可登录天纵英才网、焦作就业创业网（http://www.jzjycy.com），或微信关注焦作
人才（微信号：JZRC0391），查看其他招聘信息，也可下载安装“人社一点通”手机求职软件，不出家门找工作。现将部分企业就业岗位信息推荐如下：

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