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A〕

〔公开〕

昆人社函〔2020〕

33 号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政协昆明市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134380

号提案答复的函

尊敬的陈翡敏代表：

您向市政协提交的《关于充分发挥就业资金使用绩效、

助推稳就业的建议》已经由有关部门转到我局，感谢您对我

市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就您所提交的提案中涉及的建

议答复如下：

一、失业保险保障作用和提升失业保险基金保障方面

（一）我市现行失业保险政策

目前，我市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和申领标准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失业保险条例》

和《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等国家、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

件规定执行，昆明市没有单独制定失业保险相关政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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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我市失业保险工作完成情况

2020 年我市加强失业保险政策宣传工作，利用“人社服

务热线 12333 平台”、人社与就业 APP、昆明电视台“街头巷

尾”栏目、昆明移动公交传媒、“昆明七彩公交”、县区政府

门户网站、昆明智慧就业等各类平面媒体上进行刊载宣传失

业保险相关政策，提高政策的知晓度和覆盖面。截止 2020

年 5 月底全市共有 40431 名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其

中上年结转 25936 人，累计新增 14495 人，累计发放失业保

险金为 132201 人月，为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办

理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72299 人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127288

人次，发放延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 396人次。

发放职业技能提升补贴 1544.32 万元，补贴人数 7836 人。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效应，减轻企业负担，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按照“应享尽享、应返尽返”的原则，截

止 7 月 3 日，全市共有 28467户企业申报了普惠性企业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经审核，符合补贴的企业共有 22840户，拨

付企业稳岗返还资金 3.44 亿元，稳定就业岗位 74.96万个。

中小微企业已全部按照上年度企业与职工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 100%进行返还。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促就业、防

失业”的整体功能。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第一,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针对您提出的当前失业

保险金标准对保障好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还有提高空间的意

见。我们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失业保险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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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决策部署，根据近期省人社厅

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的通知》

（云人社发〔2020〕30 号）文件规定，认真落实扩大失业保

险范围工作，确保失业人员待遇应发尽发、应保尽保。一是

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对参保缴费满 1 年、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人员，应及时

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按规定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自 2019 年 12 月起，延

长大龄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满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失业人员，可继续

发放失业保险金至法定退休年龄。二是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

金政策。2020 年 3 月至 12 月，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

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

可以申领 6 个月的失业补助金，失业补助金按月发放。参保

缴费满 1 年的，按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80%发放；参保缴

费不足 1 年的，按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50%发放。领取失

业补助金期间不享受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丧

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失业人员领取失业补助金期满、被用人

单位招用并参保、死亡、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享受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被判刑收监执

行的，停发失业补助金。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限不核减参保缴

费年限。三是阶段性扩大失业农民工保障范围。对按《失业

保险条例》《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由参保单位招用、

个人不缴费且连续工作满 1 年的失业农民工，及时发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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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活补助。2020 年 5 月至 12 月，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

参保不满 1 年的失业农民工，参照参保地城市低保标准，按

月发放 3 个月的临时生活补助。与城镇职工同等参保缴费的

失业农民工，按参保地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或失业补助金。

四是阶段性提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2020 年 3 月至 6 月，对

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补

贴标准在现行标准基础上提高 1 倍。以上各项失业人员待遇

政策的深入落实将大大扩宽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更大幅度地

提高受益群体的保障程度，扩大失业保险待遇支出范围，切

实保障参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第二，继续做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为认真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9〕

28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0〕12 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 22 条措施的意见》（云政发〔2020〕

4 号）文件要求，我局改进工作作风，主动作为，积极行动。

发动人社服务专员“一对一”跟进服务，对辖区内的企业实

行“网格化”管理，开展摸底筛查、地毯式排查，挂图作战，

发动全体人社干部、人社服务专员、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主动对接服务企业，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包干”，

做到了“不落一户”，极大地推动失业保险政策的落地。2020

年享受稳岗返还的企业户数相较 2019 年的 628户增加 2.23

万户，惠及人数较去年增加 52.01 万人，发放稳岗补贴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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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近 2 亿元，工作受到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下一步，

我局还将继续做好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

落实，对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重点企业及医疗物资、制造、

建筑、交通物流、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等行业内企业进行

筛查，加大政策宣传，改进申报服务工作，将更多的企业吸

纳到申报行列中。

第三，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经办服务工作。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做好失业保险经办服务工作，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是畅通申领渠道，实现“快办”,在失业人员提交申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确保失业人员按时收到失业保险金或

补助金。二是精简证明材料，实现“简办”，优化经办服务

流程，充分利用内部信息比对系统，尽可能简化申领手续，

减少证明材料。三是强化主动服务，实现“优质办”，强化

主动服务意识，切实将方便提供给群众，把服务理念贯穿到

经办工作各个环节。四是推进业务协同，实现“同步办”，

统筹好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申领和失业登记业务。做好

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互相推送和共享有关信息，实现失业保

险金、失业补助金申领和失业登记业务同步办理。五是加强

信息比对，实现“安全办”加大信息系统比对力度，做好失

业保险待遇核定事前比对工作。

第四，做好失业保险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下一步，我局

将积极向省就业局汇报，对接系统软件开发商继续修改完善

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系统失业保险模块功能；继续配合省厅

开发失业保险新系统业务数据统计和失业补助金网上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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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减轻经办机构业务压力，推进失业保险经办管理系

统的信息化、公开化和标准化；同时，继续协调与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税务部门之间的数据对接，争取实现失业保险数

据关联性，通过信息化手段防控失业保险经办风险点。

第五，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坚持疫情期间好的经验

做法，采取多渠道多种宣传方式，利用全省“人社服务热线

12333 平台”、人社与就业 APP、昆明电视台“街头巷尾”栏

目、昆明移动公交传媒、“昆明七彩公交”县区政府门户网

站、昆明智慧就业等各类平面媒体上进行刊载宣传失业保险

“扩围”政策，使政策的知晓度和覆盖面更大更广。

二、技能培训针对性问题

技能培训是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

举措。为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是就业部门长期以来一直

在开展的一项民生工作。

就业补助资金涉及培训政策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一）培训对象范围不广泛，培训需求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现行省级就业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给予技能培训补

贴的对象为贫困家庭劳动力、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

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以上简称“五类享受补贴人员”）,以及企

业新录用且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五类人员。同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帮助失业人员提

高职业技能”。故使用就业资金开展技能培训的对象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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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失业状态的“五类享受补贴人员”,并不是处于劳动年

龄阶段的人口。培训对象参加技能培训有 2 个首要条件，一

是有就业要求，二是有培训意愿。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很难

解决培训需求的真实性问题。比如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一

般情况下在春节过后，大部分人员都出去务工，培训机构有

可能把农村的“留守人员”召集起来进行培训。加之受工种、

条件的限制，培训后是否符合就业需要也难以满足。

（二)培训工种目录不全面，与现实需求有差距

根据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部

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16年起放宽了职业资格准入制

度，精简了职业资格设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中，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从2016年的93个项

目,减少至2017、2019年的81个项目，且目前职业技能鉴定

部门能够鉴定考试的仅有45个工种。云南省职业技能培训工

种实行省级标准目录管理制，即就业补助资金给予补贴的工

种必须是《云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目录》内工种。省级培

训标准目录对州市的职业培训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但缺乏允许地区差异化的弹性政策，存在不能满足劳动者多

元化需求的问题。

三、就业补助资金

（一）资金筹集情况:2019 年我市共筹集就业补助资金

45,49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5,586 万元、省级资金 4,264

万元、市级资金 8,998 万元,县级资金 6,595 万元、其他收

入 48万元。2019 年我市共支出就业补助资金 44,31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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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职业培训补贴 4,523 万元，社会保险补贴 10,331 万

元，公益性岗位补贴 6,145 万元，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280万

元，就业见习补贴 2,299 万元，求职创业补贴 7,991 万元，

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 77 万元，其他支出 12,667万元（主要

包括两参人员社保补贴、企业招用失业人员一次性补贴、大

学生创业补助和“泛海扬帆”行动资金等）。2019 年末我市

就业补助资金收支结余 1175.95 万元，滚存结余 3,078.6 万

元。

2020 年上半年，我市目前共筹集就业补助资金

31,805.09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8,166 万元，省级资金

3,105.96 万元，市级资金 5,469 万元,县级资金 5,064.13万

元。2020 年上半年昆明市共支出就业补助资金 13,599.75万

元，其中：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86.58万元，职业培训补贴 371.5

万元，社会保险补贴 4,329.23 万元，公益性岗位补贴

2,422.92万元，就业见习补贴 324.76元，其他支出 6,064.76

万元。

工作建议：第一，及时完善资金管理办法。近年来，就

业补助资金支出范围越来越广，在《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云财规〔2018〕2 号）文件规定范围外，有很多新

增资金也要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基层在理解和执行上都

难于把握，请求省级部门多给予指导，建议及时对《就业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进行更新或补充，确保资金安全性、规范

性和有效性，真正发挥资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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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大对昆明市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我市虽然市县

两级都积极配套了就业补助资金，但仍存在较大缺口。由于

昆明市在全省就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就业补助资金的缺口，

势必对工作的推进带来很大影响。为此，恳请各省级部门考

虑昆明市的实际情况，予以帮助解决，在今后出台政策和分

配的就业补助资金时，进一步加大对昆明市的倾斜力度!

（二）社会保险补贴

根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

于贯彻落实云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昆人社通〔2018〕182 号）文件规定，我市社会保险补贴

主要有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就业困难人员灵活

就业社保补贴和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1、近三年政策执行情况：2018 年拨付就业困难人员社

保补贴 7672.31 万，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401.97

万，公益性岗位社保补贴 1839.53 万，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30.58 万；2019 年拨付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9610.51 万，

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993.33 万，公益性岗位社

保补贴 2407.78 万，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88.71 万；2020 年

1-6 月拨付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3427.11 万，企业吸纳就

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 101.98万，公益性岗位社保补贴 792.44

万，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7.68 万。

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

生社保补贴兑付较少。按照省级政策规定，招用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指毕业当年 1 月 1 日起至 12月 31 日），与之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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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给

予最长不超过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在实际执行中，企业反

映最多的是毕业年度的问题，希望能将毕业年度调整为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

第二，企业招用、公益性岗位安置和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均属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范围，按照省级政策规定，就业

困难人员社保补贴期限为除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人

员和办理了公益性岗位延长安置期限的人可延长至安置

期满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在执行中，多数就

业困难人员表示存在不公平性，企业招用和公益性岗

位安置是补贴到单位，与个人申报不应冲突。

我局将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做好就业困难人员

和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兑付工作，逐步推进社会保险

补贴兑付工作信息化管理及网上办理。积极对接省级部门

，争取政策扩面，做到应补尽补，做好我市就业困难人员

社会保险补贴兑付工作。

（三）城镇公益性岗位

根据《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

于贯彻落实云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昆人社通〔2018〕182 号）和《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昆人社通〔2020〕37 号）文件规定，开发城镇公

益性岗位安置我市办理了失业登记的五类就业困难人员的

用人单位，可申报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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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三年政策落实情况：2018 年我市城镇公益性岗位

累计上岗 5368人，拨付城镇公益性岗位岗位补贴 6795万元；

2019 年我市城镇公益性岗位累计上岗 4564 人，拨付城镇公

益性岗位补贴 6144 万元；2020 年 1-6 月我市城镇公益性岗

位累计上岗 3690 人，拨付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 2423 万元。

2、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就业困难人员能力

不高、技能水平单一，与开发单位的岗位要求有一定差距，

存在岗位开发后却找不到合适的人员。

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将继续做好城镇公益性岗位政

策宣传，履行好城镇公益性岗位管理职责，科学制定岗位开

发和实施方案，建立健全规范工作流程，强化补贴资金监管。

进一步强化精准施策，规范管理，健全“按需设岗、以岗聘

任、在岗领补、退岗有序”的机制，根据当地实际科学开发、

控制城镇公益性岗位规模，避免福利化倾向，切实做到为我

市就业困难群众谋福祉。

四、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开展方面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云

政办发〔2019〕69 号）精神，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开展

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工作要求，昆明市积极行动，全

面部署开展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以企业职工为重点，兼顾

就业重点群体及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以及失业人员、

毕业年度及高校未就业毕业生、不具有按月领取养老金资格

的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发挥企业培训中心、职业（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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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培训主体作用，统筹用好我市失业保

险基金结余资金，调整完善职业补贴政策，部署开展大规模、

多层次的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全面提高全市劳动力素质和就

业创业能力。为深入推进工作，昆明市人社局成立了由唐琪

局长任组长，赵云川副局长、就业局万正文局长为副组长，

各相关处室、单位为成员的职业技能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各

县市区也成立了职业技能提升工作专班。

工作专班先后深入企业、培训机构、技能大师工作室等

单位进行了调研，听取各单位、各行业的意见。先后三次书

面向各县市区、市级各相关委办局征求意见建议，并召开了

三次征求意见座谈会，广泛收集各方意见、建议。最终拟定

并报请市政府出台了《昆明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办法

（2019-2021）》（昆政办〔2019〕93号）。市人社局、市

财政局联合下发了《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关于转发云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昆财社基〔2019〕81 号)》、《昆明市财政局 昆明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拨 2019 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资金的通知》(昆财社基〔2019〕108 号)、《昆明市财政局 昆

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下拨 2020 年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资金的通知》(昆财社基〔2020〕16 号)等文件，为工作

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坚持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定就业、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大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一是全面启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大规模、多层次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2019 年至 2021 年底，昆明市从 2018 年底失



13

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中提取 20%共计 8.87 亿元，专项用于计

划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50 万人次以上。其中，2019

年培训 15 万人次以上，2020 年培训 20 万人次。2020 年培

训 20万人次。二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下发的（昆政办发

〔2019〕93 号）文件，明确了工作目标、细化了全市技能提

升行动工作任务责任清单。在实际推进培训过程中，积极协

同各相关委办局研究推进保安员、安检员、燃气生产经营、

管道维修、家政、快递等从业人员技能提升培训，合力推进

培训工作开展。三是以大企业为主，广泛开展培训。为帮助

企业复工复产，解决企业培训动力不足以及工学矛盾等问题，

市人社局鼓励企业自行开展技能等级认定、设立企业培训中

心以及预拨资金等方式，大力推行技能提升培训。四是规范

操作，确保监管到位，严格按照省、市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加强培训监管，确保培训质量，保障资金安全。审核备案过

程中严格审批程序，定期向社会公示；加强监督检查，注重

培训过程监管，注意台账资料收集；及时发现培训中存在的

问题并进行整改。五是加强引导，确保宣传发动到位。开展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国家给予了很多政策优惠，是送给企业

和劳动者的“大礼包”。昆明市通过制作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一图通”、宣传手册、开展 7.15 世界青年技能日宣传活

动、新闻媒体报道等形式，提高政策公众知晓度，帮助企业、

培训机构和劳动者熟悉了解、用足用好政策，汇聚各方面参

与和支持职业技能培训的强大合力。六是疫情期间，停工不

停学，培训不打佯，采取“线上”+线下”的模式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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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累计开展线上培训 36198 人次。截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累计培训人数 24.6 万人次，累计拨付资金 1.68 亿元。

下一步，昆明市人社部门将抓好行动方案的贯彻落实，确保

提升行动取得实效。

感谢您对我市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及电话：张丽娟 0871-63352025，13987123162）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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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 8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