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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图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莞人社宣

9 月 12 日， 东莞市人社局举

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计划云上发

布会， 全面发布“莞邑启航 逐梦

湾区” 系列品牌服务方案， 该方案

从“引才、 留才、 育才” 三大方

面， 力争为广大高校毕业生提供全

链条就业服务。

据了解， 今年东莞户籍应届毕

业生约 2.2 万人， 预计将有 2 万人

在莞办理报到手续， 其中包括 92

名困难家庭毕业生。 总体来说， 今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

记者从东莞人社局了解到， 该局研

究制定了高校毕业生“莞邑启航

逐梦湾区” 计划， 多渠道、 多层次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力争实现年

内应届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

96%以上， 应届困难家庭高校毕业

生就业率达 100%。

企业留用见习人员可享

3000元补贴

方案提出， 将依托人社局官

网、 就业创业服务公众号等平台，

开发“就业政策雷达”， 只要求职

者输入关键字或本人信息， 就可以

一键查询到适合自己的政策服务。

将大力开展系列专场招聘， 做

到时时有服务、 月月有活动。 并大

力推进“云上校企洽谈会”， 搭建

全国各地院校与东莞市重点企业对

接线上平台， 促进毕业生与招聘岗

位便捷、 精准对接。

同时， 支持各地高校与东莞市

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共建产教融合

实习基地。 鼓励企业开发见习岗

位， 企业可以享受每人每月最低工

资标准 50%的见习补贴； 留用见习

人员的， 还可以享受每人 3000 元

的见习留用补贴。

方案提出， 提高高校毕业生就

业补贴， 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可

享受一次性 3000 元就业补贴； 毕

业 5 年内高校毕业生， 按每人每月

200 元给予基层就业岗位补贴。 同

时， 实施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会

保险补贴、 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补贴等， 鼓励企业招用高校毕

业生。

符合条件高校毕业生入户

“秒批”

方案提出， 将开发 100 个基层

社区工作者就业岗位吸纳建档立卡

等困难高校毕业生， 吸纳困难高校

毕业生就业。 开发 35 个基层公共

就业创业服务岗位， 优先用于吸纳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残疾等困难高

校毕业生。

将简化来莞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入户程序， 具备条件的可实行“秒

批”。 入户东莞符合住房保障条件

的可申请入住公共租赁住房， 或者

领取每年最高不超过 1.2 万元的货

币补贴

（最长

3

年 ）

； 在莞就业创

业高校毕业生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

可申请入住公共租赁住房， 或者领

取每年最高不超过 6000 元的货币

补贴

（最长

3

年）

。 新引进的本科、

硕士、 博士毕业生， 还可申请 1 万

至 30 万元不等的综合补贴。

支持进修提升能力， 取得硕

士、 博士学位的， 分别给予一次性

2 万、 4 万元的资助。 支持参加职

业技能提升培训， 给予最高 3000

元的培训补贴。 方案还提出， 在校

及毕业 5 年内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初

创企业可申请 1 万元一次性创业资

助。 高校毕业生创业可申请最高

30 万元的贴息创业担保贷款。

相关报道

虎门多举措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日前，东莞虎门人社分局举办“礼

赢职场———助你前程无忧” 政策宣讲

和职场礼仪培训活动， 吸引辖区内近

50 名应往届高校毕业生和在校生参

加，让 2.0 版“促进就业九条”政策落地

见实效， 让高校毕业生能充分享受政

策红利，促进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据了解，新出台的东莞 2.0 版“促

进就业九条”政策，包含 39 项 51 款具

体措施， 并新增 1.25 亿元财政预算。

“新政策几乎全面覆盖目前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的各种状态。 例如通过网

络主播、 线上教育等实现灵活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 可按个人社保缴费金额

的 50%， 给予最长 3 年的社会保险补

贴。 ”虎门人社分局工作人员介绍。

同时， 虎门人社分局还定制公益

培训职场礼仪课，特邀 IPA 国

际注册礼仪培训师认证管理

中心

（中国区）

的金牌礼仪讲师前

来上课，围绕商务着装形象礼仪、

面试礼仪等内容讲解。

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应用化学专

业的应届毕业生谭振贤， 现就职于中

纺协东莞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他

认为这次 2.0 版“促进就业九条”政策

宣讲非常及时， 有助于清晰了解到自

己就业后可享受的政策优惠。

据悉， 虎门人社分局还将加快落

实“莞邑启航 逐梦湾区”系列品牌服务

举措，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就

业服务， 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

就业。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大力推广

“广东110”报警小程序

为推广使用“广东 110”报警小程序，促进

公安接处警工作提质增效，9 月 12 日下午，东

莞市公安局联同东莞电视台等单位举行了

“广东 110 铁骑护安宁”市民体验活动。 本次

活动设在南城海德广场，包含了文艺表演、现

场颁奖、互动游戏等多种活动形式，吸引了大

批群众参与。

如节目《我说“广东 110”》，以脱口秀的形

式， 风趣幽默带出广东 110 报警小程序一键

挪车、定位报警、快处快赔、视频报警、文字报

警五大的特点以及便利性。 活动期间，还穿插

了“广东 110 铁骑护安宁”Vlog 创作大赛颁奖

仪式，10 名获奖代表和两名单项获奖者，在铁

骑的引领下上台接受颁奖。

今年以来，东莞市公安局大力推广“广东

110”报警小程序，该小程序入口多、定位准，支

持语音、视频、图文等多媒体报警和一键挪车、轻

微交通事故快处快赔、跨境赌博举报等自助服务。

随着推广普及，目前使“广东 110”报警的占比

稳步上升，“广东 110”正凭借其方便、快捷、精

准的优点，获得越来越多群众的选择和认可。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管萱萱

东莞1~8月生产安全事故

同比下降32.9%

记者从东莞市安委会办公室获悉， 今年

东莞1~8月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2.9%、

34.5%、46.7%，未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在珠三角地区事故亡人数下降幅度排名第

一。

市安委办提醒，历年9月份至年底是事故

高发期和防范关键期。 对此，市安委办要求，

在有限空间方面， 要切实加强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监管，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

业”规定，定期开展救援演练，提升自救互救

应急处置能力；在电气方面，要深入开展秋冬

季节电气线路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全面排查

消除生产经营单位电气线路消防安全隐患；

在道路运输方面， 针对大货车与非机动车辆

发生碰撞、碾压等风险，对货车驾驶员及广大

市民开展有效的道路交通事故警示教育。

市安委办强调，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重

叠， 出行出游人数将大幅增加， 各镇街

（园

区）

、各有关部门要抓好重点行业领域的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 节假日后要督促企业落实“三

个一”

（制定一套复产复工安全方案、 开展一

次复产复工安全培训、 进行一次设施设备全

面安全检查）

为重点，指导相关行业、企业做

好复产复工安全。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市人社局发布高校毕业生“莞邑启航 逐梦湾区”计划。

现场模拟。

“莞邑启航 逐梦湾区”引才方案发布

力争年内应届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96%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