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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促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战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坚决落实省、
2、组织开展“扶贫日”系列活动。
“ 扶贫
共有 34 家企业参加，入场 626 人次，提供就
市有关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坚持以脱贫攻
日”前夕，组织海州区、太平区 150 名农村贫
业岗位 160 个，
达成意向 17 人。
坚为统领，以就业脱贫为目标，围绕农村贫
困劳动力赴阜新建兴金属有限公司参观和
加强劳务输出协作
困劳动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等
求职咨询，公司董事长亲自介绍工厂经营情
1、发挥劳务品牌作用。以“阳光大姐”、
群体，全面落实就业扶贫政策，稳步推进就
况、岗位需求信息、薪资待遇等，并有序参观
沈阳娘子军等家政服务企业为依托，做好品
业脱贫工作。2020 年，全市两县五区实名制
了生产车间。
“ 扶贫日”当天，在阜蒙县阜新
牌 劳 务 输 出 工 作 ，实 现 培 训 一 批 、就 业 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7.97 万人，完成年度
镇铸造工业园区举办“稳岗就业、决胜攻坚” 批。其中阜蒙县打造的“阳光大姐”品牌，探
计划的 112.34%；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
的主题招聘会，40 多家企业提供岗位 2460 余
索出“需求—培训—鉴定—就业—再提升”
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施就业援助，实现
个，
发放宣传资料 6800 多份。
的培训就业模式，获得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人
就业脱贫 15338 人；为 10 家扶贫载体发放补
3、
深入贫困户家中开展帮扶活动。10 月
员全部推荐到北京、沈阳、大连等大中城市
贴 42.29 万元，惠及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106
17 日，市就业服务中心帮扶责任人深入帮扶
工作，实现“培训与就业、培训与岗位”精准
人；确保有就业愿望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家
村—阜蒙县七家子镇毛岭沟村 16 户建档立卡
对接。
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100%就业。
贫困户家中开展帮扶活动，
为他们送去大米、
2、加强劳务输出基地建设。建立了包
建立精准帮扶机制
白面、豆油等物品，并对其房屋、院落进行整
括辽阳忠旺集团、沈阳娘子军家政集团、营
1、详尽掌握贫困人员就业状态。走村
理和清扫，提供就业指导、讲解权益保障，将
口东盛集团和阜新天语家政等 35 家劳务输
入户走访调查，精准识别，掌握贫困人员的
招聘信息和扶持政策送到贫困户手中。
出基地，形成省内外、市内外岗位信息网络，
就业状态，分门别类建立台账，提供有针对
创新就业扶贫工作举措
为农村劳动力开辟了就业渠道，搭建了政府
性服务。将有就业意愿和有外出就业能力
1、
“点对点”
助力返岗复工。疫情防控期
相关部门与企业劳务直接对接协作平台。
的贫困劳动力列为精准扶贫对象，实行动态
间，
加强与劳务输出基地沟通合作，
做好农民
以培训提升职业技能
管理，力争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户”
。
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
服务，
实现
“出家门上车
1、实施远程培训乡镇全覆盖。扩大培
2、确保特殊群体实现就业。对 659 名绝
门，下车门进厂门”一站式服务，将出行风险
训群体规模，实现远程培训实用知识、实用
对贫困人口中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需求的
技术和招聘岗位实时到乡镇，使农民足不出
降至最低。自 2 月 23 日，首发专车送阜蒙县
74 人及年收入在 5000 元以下和全市 9.7 万名
农民工去福建务工以来，
全市累计发送
“点对
户学习职业技能。2020 年开展农村劳动力
贫困人口开展就业状况二次核查，对其中未
点”
专车186车次，
输送农民工4617人。
远程培训 6854 人次。
就业人员分类建档造册，提供就业岗位，实
2、
“ 双走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积极
2、开展以工代训促进技能提升。通过
施二次帮扶。对确实因身体及家庭等原因
开展企业走进乡村、农村劳动力走进企业的 “以工代训”使农民工和贫困劳动力实现就
不能外出就业的，给予公益性岗位托底安 “双走进”活动，助力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就
业稳定和技能提升。2020 年发放建档立卡
置。2020 年通过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安置
地转移就业。上半年，先后走进韩家店镇、 贫困劳动力“以工代训”
培训补贴 42.3 万元。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1935 人。
务欢池镇、旧庙镇和七家子镇等地举办多场
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开展多种形式服务活动
线下实体招聘活动，靶向推送岗位信息，累
1、落实返乡创业政策。落实创业场地
1、
搭建线上线下人岗对接平台。按照国
计参会企业 112 家次，提供岗位 976 个，初步
租赁补贴、创业带头人社会保险补贴、创业
家人社部等五部门《关于开展 2020 年春风行
达成就业意向 433 人。7 月至 9 月份深入于
担保贷款等创业扶持政策，鼓励贫困劳动力
动暨就业援助月的通知》
（人社部函[2019]171
寺镇、富荣镇、大固本镇和彰武县后新秋镇
自主创业，对有创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优先
号）要求，连续举办了 6 场以“春风送真情、就
举办 7 场“保民生、稳就业”返乡留乡农民工
安排免费创业培训，加大扶持力度。为就业
业暖民心”为主题的 2020 年“春风行动”暨就
专场招聘会和“抗旱减灾就业援助专场劳务
困难和返乡创业者提供“一对一”创业援助
业援助月专项活动，累计参会企业 360 家，发
交流会”，组织沈阳、大连等域内外 138 家用
服务。
布岗位信息 1753 条，岗位需求人数 9479 人， 工企业和沈阳娘子军等 3 家民营培训机构参
2、培养农民创业带头人。将返乡创业
进场求职8400余人次，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30
会，提供食品加工、焊工等用工岗位 5496 个， 宣传服务活动、创业指导活动推进到乡镇，
人。疫情期间，开展“春风行动”线上招聘活
进 场 求 职 2639 人 次 ，发 放 各 类 宣 传 资 料
鼓励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发挥创业带头人
动 3 场，
发布企业用工信息 21 期，
促进农村劳
12000 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506 人。10 月
引领和带动作用。2020 年共扶持农民创业
动力等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
份深入阜蒙县铸造园区开展专题招聘活动， 带头人 134 人，
带动就业 581 人。

3、促进农民创业能力提升。依托“返乡
创业培训及提升电商扶贫讲座”系列课程，
把创业扶持政策宣传到各乡镇，为当地返乡
创业农民工、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群体提供政
策指导，促进农民创业能力提升，使贫困群
体由
“输血”
向“造血”
转变。
4、发挥创业孵化基地孵化功能。对有
意愿且具备创业条件的贫困劳动力，优先安
排免费培训，优先享受创业贷款，优先进入
市、县区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开展创业指
导，
落实创业扶持政策，
打造创业服务平台。
针对特殊群体提供精准服务
1、推动失业登记服务均等化。允许农
民工在户籍地、常住地、就业地、参保地进行
失业登记，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
服务。
2、加 强 贫 困 家 庭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帮
扶。落实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县域
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实施“三支一扶”计
划，精准提供职业介绍、就业见习、技能转
换、创业指导等服务，确保有就业愿望的建
档立卡农村贫困家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 100%就业，其中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
置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 33 人。
3、开辟信息发布专栏。针对农民工、贫
困家庭高校毕业生和贫困劳动力发布“务工
人员招聘专栏”34 期，有 1168 家企业发布各
类 务 工 人 员 招 聘 信 息 5258 个 ，岗 位 需 求
29347 人。
4、开展就业扶贫政策宣传。利用微信
公众平台、
《阜新晚报》等媒介，借助各类就
业服务活动，采取印制宣传单、制作展板、发
放宣传单及 LED 屏滚动播出等形式，宣传扶
贫方针政策、农民工先进典型和成功经验，
营造人人关心扶贫、人人支持扶贫、人人参
与扶贫的良好氛围。
2021 年，就业扶贫再出发，巩固脱贫高
质量。我市人社部门将以更加务实高效的
态度开展就业扶贫工作，突出目标引领，强
化责任担当，深入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
施，
促进贫困劳动力等群体实现就业。

阜新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信息
阜新市就业服务中心
1.辽宁三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精英：
3 名，工资 3000~5000 元，全职。
联系方式：
8822765（白文杰）
工作地点：
辽宁省阜蒙县文化路 99 号
2.沿海石油化工辽宁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
10 名，工资 3000~5000 元，
全职。
联系方式：
15941611040（王君）
工作地点：
北镇市沟帮子开发区铁南工业园
3.阜新智辉商贸有限公司
卖货主播：
10 名，工资 5000~8000 元，
全职。
淘宝客服：
5 名，工资 5000~8000 元，全职。
联系方式：
18141801761（陈闯）
工作地点：
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煤城东路 39-451
4.阜新乾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设备管理员：1 名，
工资 3000~3500 元，
全职。
技工：6 名，工资 3000~3700 元，
全职。
电工：6 名，工资 3000~3700 元，
全职。
操作工：20 名，
工资 3000~3500 元，
全职。
安全员：4 名，
工资 2800~3000 元，全职。
联系方式：
8186699（贾春玉）
工作地点：
阜蒙县伊吗图氟化工园区 7 路（安邦路）
5.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辽宁阜新玉鑫龙营
销服务部
业务员：10 名，
工资 1500~3000 元，
全职。
话务员：8 名，
工资 1500~2500 元，全职/兼职。
客服：8 名，工资 2000~2500 元，
全职/兼职。
联系方式：
18341899226（鲍春兰）
工作地点：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前进路中华路东
段南

6.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润视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市场筛查组司机：
5 名，
工资 3000~8000 元，
全职。
市场筛查组组员：
10 名，
工资 3000~8000 元，
全职。
市场筛查组组长：
4 名，
工资 3000~8000 元，
全职。
客服导诊：
10 名，
工资 1500~3000 元，
全职。
收银：3 名，
工资 500~3000 元，全职。
联系方式：
13043802777（徐院长）
工作地点：
阜蒙县文化路 92 号（县育才东 100 米）
7.阜新中孚轻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检查员：
4 名，
工资 3000~4000 元，全职。
货车司机：
1 名，工资 2400~2700 元，
全职。
男、女操作工人：32 名，
工资 2000~6000 元，
全职。
企业食堂厨师：
1 名，
工资 2100~2500 元，全职。
工厂保洁员：
1 名，
工资 1800~2000 元，
全职。
设备维修：
1 名，工资 2700~3500 元，
全职。
电工：1 名，
工资 3000~3500 元，
全职。
联系方式：
13795070733（肖芹）
工作地点：
阜新经济开发区沙海街 73 号
8.阜新柔金密封有限公司
钳工：2 名，
工资 1800~3500 元，
全职。
仓库保管员：
4 名，
工资 1800~2500 元，
全职。
线切割工：
4 名，工资 1800~3500 元，
全职。
市场营销：
4 名，工资 2000~6000 元，
全职。
工程师：
2 名，
工资 2000~5000 元，全职。
销售部总监：
2 名，
工资 2000~5000 元，
全职。
车工：2 名，
工资 2000~3000 元，
全职。
市场部内勤：
4 名，
工资 1800~2500 元，
全职。
机加钳工：
2 名，工资 2000~5000 元，
全职。
装配钳工：
2 名，工资 2000~5000 元，
全职。

销售经理：
4 名，工资 2000~4000 元，
全职。
电子商务：
4 名，工资 1800~3000 元，
全职。
市场营销：
4 名，工资 2000~6000 元，
全职。
销售部总监：2 名，工资 2000~5000 元，
全职。
市场营销：
4 名，工资 2000~6000 元，
全职。
电子商务：
2 名，工资 1800~3000 元，
全职。
车工：2 名，
工资 2000~4000 元，
全职。
数控车加工：2 名，工资 2500~4000 元，
全职。
力工：2 名，
工资 2000~3000 元，
全职。
数控加工学徒：3 名，工资 2000~4000 元，全职。
联系方式：
15140917083（卜女士）
工作地点：
阜新市经济开发区新美街 107 号
9.辽宁实维天食品有限公司
保洁：1 名，
工资 2000 元，全职。
机修：1 名，
工资 3000~5000 元，
全职。
食堂宿舍管理员：1 名，
工资 2600~3000 元，
全职。
电工：1 名，
工资 3000~5000 元，
全职。
制冷工：
1 名，工资 3000~5000 元，全职。
联系方式：
15641875417（王旭）
工作地点：高新区科技大市场北走（老毛纺厂斜
对面）
10.天纵农业科技宝地温泉康养度假区分公司
保洁员：
3 名，工资 1600~2000 元，全职。
保安员：
5 名，工资 2000~3000 元，全职。
餐饮部传菜员/服务员：
5名，
工资2000~3000元，
全职。
锅炉工：
1 名，工资 2000~3000 元，全职。
综合维修工：3 名，工资 2000~3000 元，
全职。
联系方式：
15134000190（综合部）
工作地点：
辽宁省阜新市阜蒙县东梁镇吐呼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