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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

讯员 穗政数宣）

近日，位于永庆坊

的广州万恩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意

外收到一笔30万元的政策奖励，这

笔奖励是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会同

相关部门给符合政策的企业发放

的。

“我们事先不清楚， 也没收到

通知申请，后来通过网页主动推送

符合条件信息， 只要点击确认，政

策奖励金就能送来，这项服务太贴

心了。 ”该企业负责人说。 据了解，

这得益于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推出的政策兑现服务平台上线的

“免申即享”政策服务。

据了解，广州深度研究优化财

政专项资金政策，增强政策资金使

用的精准度。 通过推动减材料、免

材料等全减免行动推行“免申即

享”措施，让政策更加亲近企业，财

政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提高。

今年以来，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积极探索财政补贴资金“免申即

享”，由“被动工作”变“主动作为”，

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变“人找政策”

为“政策找人”， 全面梳理惠企政

策，优化申请流程，充分利用数据

共享优势，将各部门沉淀的数据进

行比对筛选， 探索财政补贴政策兑

现“免申即享”，让财政补贴按照企

业特征进行推送，真正实现“让企业

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腿”。

目前，广州“免申即享”市级试

点首个事项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文化和旅游产业聚集发

展项目”已通过“免申即享”模式向

14家企业发放财政补贴金额800万

元。 进一步优化了广州市文旅产业

政策环境，发挥了文旅产业园区集

聚辐射和引领示范作用，推动了区

域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为了让政务服务更加高效，广

州充分运用近年来数字政府、智慧

城市建设成果，依托政务数据汇集

共享基础，建设惠企政策“免申即

享”模块，将原来的“申请、受理、审

核、提交收款材料、核拨、拨付”6大

流程重新设计、梳理，优化为“数据

比对、 意愿确认、 拨付到账”3个环

节，明确统一的适用情景、核准程

序、数据比对、发放标准、办理时限

等，实现由“企业申报、分别审批、资

金拨付”转变为“企业无感、主动筛

选、事后监管”的主动服务模式。

此外，为破除企业“找政策难”

困局，市政数局通过企业服务平台

上线“政策推送”模块，通过企业画

像的精准描绘，实现各部门惠企政

策主动匹配推送，从而进一步扩大

政策受惠面，疏通了惠企政策信息

传播渠道的“最后一公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穗人社宣 ）

广州大力推进羊城家政基

层服务站建设， 规划羊城家政服务体

系，将服务站打造成群众生活中的新型

“便利店”。 近日，记者从广州市人社局

获悉，目前，覆盖全市所有镇街的176家

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已正式运营，并逐

步在有条件的社区

（村）

建设二级站点，

初步形成“15分钟优质家政服务圈”。

据悉，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依托党

群服务中心布局，聚焦党建创新与民生

服务有机结合， 建立议事协商机制、个

案转介机制和公益服务机制，链接各方

资源。

为让群众快速获取安心家政服务

信息，广州认定一批星级优质家政企业

和市级家政服务培训基地。 此外，有关

部门严控家政服务质量关，搭建广州市

家政综合服务平台，筛选安心放心的家

政服务星级企业， 对服务全过程监督。

据介绍， 目前已有近400家家政企业和

22万名家政服务人员在广州市家政综

合服务平台登记注册，发放“安心服务

证”3.5万余张，大力推行家政从业人员

持证上门。

据了解，各区羊城家政基层服务站

各具特色， 积极打造“家政+养老”“家

政+社工”“家政+志愿服务”“家政+智

能家居”“家政+体育”等特色示范项目，

逐步形成“一街

（镇）

一品”的“家政+”多

元素组合特色服务模式。 其中，荔湾区

西村街将家政超市开到居民家门口，打

造“医疗+养老+家政+志愿服务”全方

位家政服务；白云区黄石街以总站带动

分站，启动家政超市运营模式。

为满足群众高质量家政服务需求，

家政行业完善培训课程体系建设，健全

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专

项职业能力考核等多层次技能人才评

价方式， 建立家政服务“广州标准”和

“广州质量”。 此外，广州大力培育员工

制家政企业，落实员工制家政企业扶持

政策，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和吸

纳就业补贴，支持员工制家政企业组织

开展员工适岗、技能提升等培训。

为让家政从业人员实现家门口就

业，广州立足基层做好“培训+就业”，助

力群众提高家政技能， 累计提供养老、

居家、母婴、护理等家政服务27万人次

（其中公益家政服务

9

万人次）

， 招收就

业困难人员1300余人就近就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马泽望 通讯员

穗人社宣 ）

广东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

赛

（广州赛区）（下称“大赛”）

将于12月3

日～6日在广州拉开帷幕。 昨日，广东省

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举行新闻通气会。

会上介绍，本次大赛共设60个集中竞赛

项目，广州代表队71名选手将参加全部

60个项目的角逐。

发布世赛选手职业发展情况

广东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执委

会办公室综合协调部部长、广州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

长张碧儿表示，本次大赛包括60个集中

项目的比赛、全省技能展示交流、“世赛

与技能中国：2021广州高峰论坛” 以及

龙头企业与优秀选手就业对接会等系

列活动。 截至目前，全省21个地市和行

业组织23个参赛代表团700余名选手以

及近700名裁判人员参加， 是广东省职

业技能竞赛中规格最高、 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的技能人才盛会。

60个集中竞赛项目包括世界技能

大赛比赛项目和与广东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相契合的相关赛项。

大赛期间将首次举办“世赛与技能

中国：2021广州高峰论坛”， 张碧儿表

示，论坛将邀请专家围绕“世界技能职

业标准的性质和方向” 等话题展开探

讨，并就“校企研共同探讨高技能人才

培养的广东模式”进行圆桌对话。同时，

将现场发布《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职

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报告》， 对我国第

41～第45届世赛参赛选手172人的职业

发展情况进行发布，为全方位加强技能

人才培养提供有益思考。

据了解，本次大赛包括选手、裁判、

参赛代表团、 媒体记者等各类人员超

5000人。 张碧儿表示，已制定详细的后

勤保障方案，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大赛顺利举办。

广州71人参赛，选手最小16岁

广东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执委

会办公室技术保障部部长、广州市职业

能力建设指导中心主任尹伊介绍，本次

大赛，广州代表队参与全部60个项目的

角逐，共派出71名选手。 其中男选手61

名，女选手10名；选手中有66人来自技

工院校，5人来自职业院校。“71名参赛

选手平均年龄为21.4岁，年龄最大的选

手为45岁，参与木工项目；年龄最小的

选手为16岁，参与管道与制暖项目。 ”

71名参赛选手来自广州14个单位。

其中，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输出的参赛

选手以及参赛项目最多，共11个项目17

名选手，占比23.9%。 其次是广州市工贸

技师学院， 共输出10个项目11名选手。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广州市技师

学院各输出8个项目9名选手参与本次

大赛。 以上4所学校输出选手总和占比

超六成。“从学历来看，选手学历主要集

中在大专及高职， 占比达50%。 学历最

高的选手为硕士研究生。 此外，高中学

历占2%，中职学历占20%，中专学历占

2%，初中学历占4%，其他学历占1%。 参

赛选手中，持职业资格证的占54%，其中

高级技师5人，占比7%；技师7人，占比

10%；高级技工5人，占比7%；中级技工

19人， 占比27%； 初级技工2人， 占比

3%。 ”尹伊说。

裁判员方面，广州代表队共派出60

名裁判员，其中男裁判员47名，女裁判

员13名。裁判员平均年龄为35.8岁，年龄

最大的裁判员为56岁，参与时装技术项

目执裁； 年龄最小的裁判员为23岁，参

与木工项目执裁。

尹伊表示，广州市代表队全体选手

自6月起就进入集训状态，主要从技能、

体能、心理等方面对选手进行赛场调适

训练和临场应变训练，全面提升选手的

综合水平。目前，集训已进入冲刺阶段。

广东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广州赛区）下月初开幕

广州将派71名选手比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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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市级试点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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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代表队参赛情况及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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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代表队参赛情况及人员构成

角逐项目：

60个

选手人数：

71人

（男选手61人，女选手10人）

平均年龄：

21.4岁

年龄最大：

45岁，参与木工项目

年龄最小：

16岁，参与管道

与制暖项目

按院校分

来自技工院校：

66人

来自职业院校：

5人

按学历分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大专及高职 50%

高中学历 2%

中职学历 20%

中专学历 2%

初中学历 4%

其他学历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