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人社办函〔2021〕250 号

关于印发《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厅相关处（室）、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为我省“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

路来”提供人才智力支撑，我厅定于 10 月 20 日-11 月 30 日，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

大会”系列活动。

为做好 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筹备工作，现将

《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实施，责任到人，抓好落实。

各市人社局、厅相关处（室）、单位请于 10 月 20 日前完成

线上展示项目的提交工作，线下活动开展情况随时上报。

联 系 人：白培祯

联系电话：0351-8288003

电子邮箱：567718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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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工作方案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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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
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

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扎实推进落实山西人才强省战略，为我

省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山西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定于 10 月下旬至 11 月底，举办“2021 山西·太

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线上线下系列活动。方案如下：

一、名称

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

二、时间

2021 年 10 月 20 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

三、活动宗旨

大会紧紧围绕“聚贤引才兴三晋 惠民服务促发展”这一主

题，坚持政府提供交流平台、市场自主配置人才资源，围绕我省

14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的用工

需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突出高层次高技能人才需求

发布对接，突出高校毕业生、高技能人才等群体招聘洽谈，突出

“人人持证 技能社会”线上培训和优秀创业项目推介展示等，

大力宣传我省就业创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为企事业单位引进高层

次人才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搭建平台，为我省实现

高质量转型发展聚贤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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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方式及主要内容

（一）线上活动

时 间:2021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30 日

主要内容：以组织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信息发布对接、用人单

位与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线上招聘洽谈为主，统筹提供线上岗

前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优秀创业项目推介，就业创业政策宣传。

丰富线上招聘模式，省直确定每周三为“直播带岗日”定期组织

“直播带岗”活动，各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当地直播带岗活动安

排。

1.招聘洽谈版块。常态化开展线上招聘，设置地图导引，分

设省直、11 个市和省外海外用工专区，发布用工信息。组织省内、

外各类用人单位参加，分专业发布岗位需求，推动高校毕业生、

高层次人才及其它各类求职人员就业洽谈。

2.高层次人才版块。集中宣传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展示推

介人才引进成果、优秀人才项目；发布高层次和紧缺人才需求信

息；开展线上对接洽谈。

3.创业服务版块。宣传近年来创业带动就业方面的政策、措

施，创业服务内容及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办理条件、流程；展示推

介 2021 年度优秀创业项目。

4.职业培训版块。宣传“人人持证 技能社会”成果；积极

适应新就业形态下职业技能新需求，面向重点群体提供线上岗前

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

5.政策信息版块。集中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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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知晓度。

6.特色亮点工作版块。各市结合辖区实际，设置一项具有地

区特色亮点的专题版块（劳务品牌、专项服务活动等）。

（二）线下活动

省本级活动内容：

1.活动名称：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

2.活动时间：2021 年 10 月 30 日-31 日

3.举办地点：晋阳湖国际会议中心

4.主要内容：

（1）招聘洽谈：组织 500 家招聘单位（省内 400 家用人单

位、省外 70 家用人单位、海外劳务输出机构 30 家）入场招聘，

推动高校毕业生及各类求职人员就业洽谈。

（2）创业展示：宣传近年来创业带动就业方面的政策、措

施；展示推介 2021 年度优秀创业项目。

（3）人才项目洽谈：开展高层次人才需求发布和洽谈对接，

展示我省人才培养、引进、留用的具体措施，宣传我省良好的人

才发展环境。

（4）见习对接：组织省直就业见习单位宣传就业见习政策，

与高校毕业生现场进行交流对接。

（5）企业路演：优选部分省内、省外、海外企业代表进行

现场宣传推介，与求职者进行面对面互动交流。

根据主要活动内容，在现场设置功能分区。

各市请结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在当地组织面向高校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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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群体的线下招聘活动。加密招聘场次，灵活举办分行业、分专

业的中小型招聘会，提高招聘对接效果。

五、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承办单位：山西省就业服务局

协办单位：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人力资源市场、

省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

六、组织领导及工作机构

为做好大会系列活动的筹备实施，省人社厅成立大会工作领

导组，负责活动的总体部署和统一指挥。

大会领导组：

组 长：薛春生

副组长：杨 军 郝东平 郭 敏

秘书长：杨 军

成 员：省人社厅相关处（室）、单位，各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下设五个工作机构，负责大会筹备和具体实施。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杨 军

副组长：王俊杰 李红光

成 员：省人社厅办公室，省就业局等相关人员。

主要工作：负责起草活动方案，印发大会通知；负责大会主

办、承办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和联络工作；负责大会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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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推进，安排、督促各组工作；完成领导组临时交办事项。

（二）线上活动组

组 长：郭 敏

副组长：孙四军 贾新明 张国旺 李红光 李艳军

邱志峰 赵 军 徐 萍 胡会强 周宝鑫

冯永利

成 员：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处、就业促进处、职业能力建设处，省就业局，省留学人

员和专家服务中心等相关人员。

主要工作：线上活动由省人力资源市场牵头组织，各市、厅

相关处（室）、单位配合完成。省人力资源市场负责制定线上活

动工作方案，负责线上活动 6 个功能版块的设置并提出各版块所

需报送的内容、形式、标准、时限等要求，负责线上活动成果的

统计。各市和厅相关处（室）、单位请对照附表（2021 山西•太

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线上资料提交清单）要求，按时间节点、标

准要求完善（报送）线上相关内容。省就业局职业介绍处、就业

培训处、省人力资源市场、省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负责联系

落实海外劳务输出机构和省外、省内各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

知名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主体参会，提供省直招聘专区和省外

信息专区的相关内容；厅就业促进处负责梳理提供“政策信息版

块”相关内容；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负责提供“高层次人才版

块”相关内容；厅职业能力建设处负责提供“职业培训版块”相

关内容；省就业局创业指导处、省创业扶持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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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负责提供“创业服务版块”相关内容；完成领导组临时交办事

项。

（三）线下活动组

组 长：杨 军

副 组 长：孙四军 李红光 李艳军 邱志峰 赵 军 徐

萍 胡会强 冯永利

成 员：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省就业局，省留

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等相关人员。

主要工作：严格按照人社部办公厅印发的《线下招聘活动疫

情防控工作指南》要求，全程落实疫情防控相关措施。李红光负

责场地布展和活动现场指挥，胡会强协助做好现场协调。省就业

局职业介绍处、省人力资源市场负责联系 400 家省内用人单位；

省就业局就业培训处负责联系 70 家省外用人单位；省留学人员

和专家服务中心负责联系 30 家海外劳务输出机构；省就业局创

业指导处负责创业展示；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负责人才项目洽

谈；省人力资源市场负责见习对接和企业路演，并负责做好成果

统计工作；完成领导组临时交办事项。

（四）宣传报道组

组 长：郝东平

副 组 长：尚建宁 马跃君 周宝鑫 武子滨

成 员：省人社厅科研宣传中心，省就业局等相关人员。

主要工作：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宣传报道方案，负责大会前

期宣传发动和氛围营造；负责印制活动海报和入高校、入社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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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负责在新闻媒体、厅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上刊（播）

发有关大会的宣传广告；负责起草新闻通稿等文字材料；负责编

辑大会指南，设计制作大会专题片、网站专栏及各类宣传资料；

负责活动期间新闻媒体采访接待等工作；完成领导组临时交办事

项。

（五）后勤保障和防疫组

组 长：王镛坤

副 组 长：尹贵忠 杨 琴 冯 荣

成 员：省人社厅财务资金管理处、就业促进处，省就业

局等相关人员。

主要工作：负责大会资金、安全保卫、卫生防疫等后勤保障

工作。负责有关项目的招标工作；负责经费预算方案的编制、申

拨和经费结算；负责联系防疫、公安、消防、保安等部门，制定

活动应急预案，办理大会审批；负责各类证件的设计、制作、发

放；负责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分发，参会人员食品、饮用水供应

和车辆存放工作；完成领导组临时交办事项。

七、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本次

人才智力交流大会，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宣传山西就业创

业政策和人才政策，搭建高校毕业生和高层次人力资源供需平

台，开创就业创业新局面的重要活动。各市、厅相关处（室）、

单位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共识、精心筹备、严密组织，确保大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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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动成功举办。

（二）强化协作配合。各市、厅相关处（室）、单位要根据

方案安排，细化责任分工，确保分配的工作任务责任到人、落实

到位，按时间节点、按标准要求高质量完成。要统筹推进线上线

下系列活动，在组织各类用人单位开展全省性线上活动的同时，

各市要因地制宜的采取“分专业、小规模、多场次”等方式，在

当地组织好面向高校毕业生的现场招聘活动，积极推进重点群体

就业。大会领导组根据工作需要，及时研究协调、督导落实工作

推进中的重要事宜。

（三）强化质量效果。要把好质量关，在用人单位选择、招

聘简章审核、展示项目筛选等方面认真谋划；在洽谈交流对接、

后续服务等环节精心组织，提高活动效果。要把好安全关，线上

活动要加强网络平台安全防护，实时监控舆情，避免黑客攻击、

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发生；线下活动要突出抓好疫情防控，做好入

场检测和消毒措施，防止大规模、高密度人员聚集，确保不发生

公共卫生事件。要把好宣传关，全方位多角度介绍大会的新形式、

新特点、新内容，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为我省实现高质量转型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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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
线上材料提交清单

栏目 提供内容 格式要求

招聘洽谈版块

1. 发动辖区内用工企业

在山西人才网注册会员并

发布招聘信息、发布辖区内

就业见习岗位信息等。

2. 提供线上参会企业准

确名单。

1.引导企业登录山西人才网（sjrc.com.cn）注册

企业会员，已注册企业直接登录使用。

2.填写企业基本信息、上传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

等待审核。

3.审核通过企业发布岗位信息。

4.点击网络招聘会栏目，选择参加的网络招聘会

名称，点击“企业参会”。后台审核通过后即可

参会。

高层次人才版块

1. 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

2. 推荐人才引进成果。

3. 优秀人才项目。

4. 高层次和紧缺人才需

求信息

1. Word 版政策宣传类相关稿件，图文并茂。

2. 相关稿件音频文件，MP3 格式。

3. 相关稿件视频，MP4 格式，100M 以内。

4. 岗位信息需提供单位简介，岗位名称，岗位详

细要求，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人微信号。

创业服务版块

1. 创业政策、措施。

2. 创业服务内容。

3. 创业小额担保贷款办

理条件、流程。

4. 优秀创业项目展示推

介。

1.图文要求；每个展示项目提供 300-500 字的项

目文字介绍（不是公司介绍）。

2.3-5 张高清图片、照片（大小在 1M-2M 之间），

JPG 格式。

3.相关稿件文章、图片、视频（MP4 格式，100M

以内）。

职业培训版块

1. 培训成果展示。

2. 岗前培训和职业技能

培训课程视频素材。

1.相关课件视频，MP4 格式，100M 以内。

2.相关课件名称、缩略图（800*600 像素）、课件

介绍、授课老师、提供单位等。

3.相关稿件文章、图片、视频（MP4 格式，100M

以内）。

政策信息版块

1.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相关政策。

2. 其他群体就业创业相

关政策。

1. 相关稿件文章、图片、视频（MP4 格式，100M

以内）。

特色亮点工作版块

请各市结合工作实际自行

制作网络专版，提供：

具有地区特色的劳务品牌、

专项服务活动、网络特色专

版等

1.提供相关特色工作名称、简介。

2.专项服务活动准确链接地址、特色专场缩略图

（800*600 像素）。

为确保线上活动效果，10月 20 日前，各市、厅相关处（室）、单位要完成相关宣传材料和信息素材

提报，按照栏目分文件夹打包后送到指定邮箱（56771865@qq.com）。组委会审核通过后统一上传发

布，发布后通知各市、厅相关处（室）、单位访问测试地址查看核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