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邢蓓琳

本报讯 六月，2022应届高校毕
业生迎来毕业季，站上从学生到“职
场人”的“路口”，是先就业后择业，还
是坚持专业对口？就业首选从兴趣
出发，还是积累经验为先？静安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极开展集中
行动，以线上平台为依托，多措并举，
及时有效推进疫情防控状态下，应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

据悉，目前，静安区14个街镇正
在开展2022届户籍地高校毕业生入
户调查工作，排摸3427名高校毕业生
接受参加招聘活动、接受联盟服务、
参加职业指导、接受见习岗位匹配等
四类公共就业服务的真实意愿。调
查结束后，工作人员将根据个人勾选

的服务意愿，一一落实，努力实践“服
务全覆盖、全力促就业、一个不落下”
的服务目标。

落实一系列政策

稳定就业服务全面向好

职场经验不足、找不到心仪工
作？对于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
扰，静安人社部门将通过推进就业见
习工作帮助解决，一方面，通过引导
参加就业见习，帮助高校毕业生认知
职场与职业，获得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一方面，鼓励见习基地留用见习学
员，真正发挥见习推动就业的功能。

目前，静安人社部门已经梳理了
本区青年就业见习基地名册，罗列可
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为见习学员的

企业见习招聘名单，通过“静安就业”
微信公众号推出见习学员专场招聘
会。今后，每月将至少召开一次见习
学员专场招聘会，同时，在线上就业
服务平台开设就业见习岗位专区，即
时发布见习学员招募信息。

《静安区应对疫情影响高校毕业
生就业补贴》政策在近期出台后，将
有望吸引更多人力资源企业主动服
务本区高校毕业生。静安人社部门
也将主动询问企业招聘意向，为高校
毕业生找到更多就业渠道。

集结一支冲锋队

保障就业服务全力推进

记者了解到，静安区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助力大学生就业联盟（以下简

称“联盟”）自2020年6月成立至今，17
家联盟成员单位累计服务本区当年度
高校毕业生近2000人次，200余名高
校毕业生通过此项举措实现就业。

进一步发挥联盟“就业助推器”
的作用。在向本区户籍高校毕业生
发放联盟服务清单，为有需求的大学
生提供至少2家联盟成员单位为其跟
进就业服务的同时，引导联盟成员单
位加大职业素质测评、优质岗位推介
等服务力度，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实
现优势互补。目前，联盟成员单位诺
姆四达已通过“静安就业”微信公众
号首批发出100个免费职业测评机
会，并开通一门热线，针对测评结果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解答服务。上海
外服、人效云、科之锐等联盟成员单
位自制职场微课14个课件，高校毕业

生只需花5分钟就能快速掌握一门求
职小技巧，更多课件将持续登录静安
人社部门线上就业服务平台。

进一步发挥“乐业上海”就业服
务专家力量。静安人社部门拥有一
支30名来自各行各业资深人士组成
的就业服务专家团队，长期活跃在本
区就业服务一线。今年，静安人社部
门将继续发挥专家结对功能，鼓励专
家深入开展咨询的同时，通过岗位推
荐帮助个人实现就业。

进一步落实“1+2+N”职业指导
制度。“1+2+N”指的是每一名愿意接
受职业指导的高校毕业生都将配备
两名职业指导师，一人偏重传授求职
技巧、一人偏重岗位匹配，根据需要，
开展结对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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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小清

本报讯 6月15日，第35批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颁证仪式
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为新认定的30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10家研发中
心颁发证书，副市长宗明致辞，静安

区副区长张军出席颁证仪式。截至5
月底，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累计达到848家，外资研发中心512
家，显示上海继续成为全球最富吸引
力的外商投资热土之一。

静安区共有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和1家外资研发中心参加了本次颁

证活动，包括：世界知名奢侈品集团
开云集团地区总部、意大利知名奢侈
品品牌Loro Piana地区总部、美国知
名专业服务企业UL集团地区总部、
全球领先的电商服务商企业宝尊电
商研发中心。

截至目前，落户静安的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累计达到106家，其中大中
华区及以上能级总部数量为33家。
近几年来，静安区一直积极推进外向
型经济发展，着力优化总部经济发展
环境，完善总部经济政策体系，积极引
进全球各类跨国公司和组织机构在静
安设立总部，推动一批产业层次高、带

动能力强的总部服务项目落地。
当前，静安区全面落实市、区加

快经济恢复和重振实施方案，完善总
部企业服务机制、优化涉外营商环
境，多措并举提振外资企业投资信
心，继续支持跨国公司在静安设立地
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颁证仪式举行，静安区4家企业获颁证书

静安多措并举提振外资企业投资信心

以高标准专业服务留商机、提质效，南京西路功能区重启“世界橱窗”

有序复苏，熟悉的南京西路又回来了！

静安人社部门推出“四个一”举措

全力以赴，助力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记者 彭旭卉

本报讯 6月18日，为期两天
的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等级性考试正式开考，这是上海
线下复学复课以来首次大规模考
试。今年，静安区共设立5个常规
考点、2个应急考点和2个备用考
点，考生人数为6896人。

“一人一策”，关注每位学生

早上7点半，上海戏剧学院附
属高级中学化学老师王自立和高
三年级组长骆雁琳已早早等候在
市西中学考点门口。作为护考老
师，王自立抓紧最后时间再次叮嘱
大家注意考试细节，骆雁琳则仔细
检查学生的防疫物品和考试用
品。“老师就在这里等你们，一切顺
利！”随后，学生们在老师的加油鼓
劲声中，持准考证和身份证等，在
考点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按防疫要
求有序列队进行相关检查，在信息
查验无误后，走进考场。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校长肖英向记者介绍，根据市教委、
区教育局的指示要求，学校成立由
校长、书记挂帅的“等级考工作专
班”，详细梳理工作，紧急排摸考生
信息，通过“一人一策”实时动态掌
握每位学生情况，力求精准无误。

针对参加考试学生各项数据
的排摸统计上报、每日核酸检测的
安排、考试期间正常出行的交通保
障等相关工作，学校安排专人专班
负责，同时积极组织等级考教师考
前轮班为学生进行线上答疑。关
于考试过程中的其他细节事项和
诚信考试要求，也在第一时间通过
年级大会、家长会和告家长通知书
等多条路径传达到位。

引导考生，稳定心态从容应考

开考前一天晚上8点，风华中学
各科老师还在线上为即将参加考试
的学生们答疑解惑。校长朱瑜告诉
记者，考前两天学生居家复习期间，
老师们从上午8点半至晚上8点半，
在各科群里随时针对学生的提问进
行回答，进一步保障复习效率。

学校还特别关注考生考前心
理状态。特级教师、风华中学心理
中心主任曹凤莲表示，长时间居家
学习，加上对健康安全的担心、对
学业考试的焦虑，家长和学生在心
理状态上难免有波动。为此，学校
在复学后每周都会为高二、高三学
生安排一节心理课。班主任也经
常与学生在线上进行一对一交流，
帮助大家舒缓紧张不安的情绪；同
时，与家长进行沟通，清晰完整地
传达各类政策信息，帮助家长全面
了解备考要求并做好相应准备。

多方协作，保障考试安全有序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考试
是高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做
到“应考尽考、不漏一人”，静安区
着力做好组考及防疫相关工作。
教育、考试、卫生健康委、疾控、公
安、交通等部门之间加强联防联
控、强化托底保障，建立明确的“横
到边、纵到底、无死角”的责任体
系，全力确保应考尽考、安全平稳。

同时，静安区制定了《2022年
静安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
考试组考防疫工作方案》，细化完
善考前、考试期间的防疫流程和应
急预案，全面排摸考生及考务人员
基本信息，做好准备工作。制定
《2022年高二高三等级考考生与涉
考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及核酸检测
工作提示》，分类落实考生健康管
理和涉考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并为
考生建立核酸检测专门机制。

多方协作
全力为考生
保驾护航

今年，静安人社部门
将继续落实此项职
业指导制度，确保高
校毕业生尽快就业、
满意就业。

搭建一个“云平
台”，就业服务全天
在线

为了方便大学
生便捷、及时了解招
聘信息和就业服务，
静安人社部门正在
搭建“2022年静安区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云平台”（以下简

称“云平台”），推出
“线上+线下、7*24
小时”式的就业服
务。

静安人社部门
表示，加强线上服务
模式，是对现有就业
服务模式的强力补
充。在云平台上，既
可以集中展示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服务、
政策，方便高校毕业
生打破时间、地域、
空间限制，自由选
择、按需选择、享有

实时服务，也可以进
一步丰富招聘岗位
的数量及类别，让高
校毕业生获得更多
就业选择的权利。
此外，高校毕业生在
求职之余，也可以通
过云平台的直播、留
言板功能参与求职
话题讨论、报名一对
一答疑等职业指导
活动。

开展一期服务
季，多元就业服务全
面开花

2017年以来，静
安人社部门每年都
会利用一个月的时
间开展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月，期间滚
动推出各类就业活
动，营造求职氛围、
帮助高校毕业生建
立主动求职的意识。

今年也不例外，
静安人社部门将于7
月1日启动《“职”有
我们，“就”在静安
——2022 年静安区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季》，同时将服务
时间从一个月延长
至今年年底，全力以
赴，与高校毕业生同
行就业路。

（邢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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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小清

6月以来，静安南京西路逐渐恢
复了往日的车水马龙，街头熙熙攘
攘的人潮逐步回归，沿线鳞次栉比
的商务楼宇充满生机，星罗密布的
各大商圈和沿街店铺有序复苏，不
少市民感叹：“熟悉的南京西路又回
来了！”

南京西路重现繁华活力的背
后，是南京西路功能区围绕静安“一
轴三带”发展战略，在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全面迅速落实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马不停蹄推进投资促
进、安商稳商。当前，南京西路功能
区正以强脉搏、提质效的姿态，聚焦
高标准专业服务，营造高水平营商
环境，助力重启“世界橱窗”的熟悉
模样，为“国际静安、卓越城区”建设
再蓄要素集聚和发展动能。

南京西路再现高端集聚

6月1日，法国知名女装品牌凡

妮莎·布鲁诺（Vanessa Bruno）上
海首店领到了由静安区颁发的纸质
版营业执照和公章。这家即将在南
京西路开出上海首店的法国知名品
牌，在南京西路功能区投资服务中
心的专业指导和全流程服务下，挑
选到了符合品牌定位、区位优势显
著的经营场所，前后仅用1个月就顺
利完成中国区域总公司的注册手
续。

凡妮莎·布鲁诺品牌的入驻，仅
是疫情后南京西路功能区提升投促
质效的众多案例之一。不仅如此，
为了有效加速南京西路沿线企业的
复工复产，功能区投服中心坚持跨
前服务，线上线下结合，对接企业需
求，协助高效完成入驻服务。

位于南京西路 1033—1181 号
的九百中安名品长廊，作为功能区内
专营高端钟表品类的商业街区，6月
初复工复产后，持续精准服务企业，
帮助入驻品牌企业度身定制复工方
案，助力企业复工达产。长廊内16

个钟表品牌商户悉数复业，新款首
发、贵宾体验，近300米沿街长廊用
安心、放心、舒心购物环境重迎消费

“春天”。1至5月，长廊入驻品牌累
计销售额1.66亿元；6月3日复工以
来，累计销售额已突破2500万元。

年初，静安区优质的营商环境
及相关配套扶持政策还吸引到国际
知 名 钟 表 品 牌 芝 柏（Girard
Perregaux）全国总代理公司成功

“落户”南京西路九百中安名品长
廊。作为瑞士高端腕表又一代表品
牌，功能区投服中心组发挥平台综
合协调优势，全程“管家式服务”协
助品牌完成入驻手续，并顺利开出
上海唯一的沿街专卖店，为提升南
京西路首店品牌、高端品牌集聚度
迈出坚实一步。

静安寺商圈又现繁华活力

高颜值户外折叠桌椅、便捷式
蓝牙随身音箱、马卡龙蓝桌布和有
保温功能的野餐包……位于南京西

路1728号的宜家家居静安城市店6
月3日复业迎客，门店约3000种商
品与消费者重逢相约。记者了解
到，目前，店内备货充足，物流配送
畅通，员工 100%复岗，服务顾客
25000人次，客流恢复至疫情前的
50%，销售量恢复到原先的60%—
70%。

宜家家居是静安寺商圈复商复
市的缩影。据悉，复工前，为助力门
店恢复营业，门店场地租赁方百乐
门大酒店有限公司落实“一企一
策”，提前半个月就与商户沟通复工
政策，主动了解商户诉求并给予合
理化建议。

同时，南京西路功能区内“一圈
一路”（静安寺商圈、南京西路）沿线
区属国有重点零售载体 900 食品
城、百乐门精品酒店、美丽园大酒店
等，以及各类国有老字号知名品牌
西区老大房、三阳盛、新长发、阿咪、
泰昌、正章洗染、景德镇瓷器、白玉
兰真丝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业

态也于6月初应复尽复。

“十指握拳”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着眼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消费
繁荣，功能区“十指握拳”“多点发
力”，全面开展“防疫情、稳经济、保安
全”大走访、大排查工作，灵活实施

“一企一策”，全力确保“防疫情、稳经
济、保安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复工至今，功能区已累计函询
和走访入驻企业110家，了解企业
复工达产进展，帮助重点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持续沟通楼宇招租招商
信息，推动各项助企纾困措施与企
业的实际困难精准对位。截至6月
17日，功能区内5个属地街道累计
复工楼宇、园区共169幢，复工率达
100%，复工企业4973家，当日复工
人数超8.26万人。

此次复工后，芝柏南京西路店
店长杨燕表示，九百中安名品长廊
的服务做得
非 常 到 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