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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 就业扶贫托起劳动者的幸福明天
走出去、留下来、稳就业

綦江人社
推进“四落实”做好贫困人口就业帮扶工作

“十三五”以来，黔江
区把就业扶贫作为脱贫攻
坚重点，深入推进就业扶
贫增收入、技能扶贫强素
质，持续拓宽劳动者就业
增收门路，一大批贫困劳
动者收获了满满的幸福。

目前，黔江区已累计
转移贫困劳动力就业
11.3万人次，开展贫困人
员培训11692人次，开发
公益性岗位安置贫困劳动
力就业8078人次。2020
年，实现了贫困劳动力转
移稳岗就业21392人，发
放贫困人员跨区域交通补
贴13167人155万元。

走出去 深化鲁渝劳务协作
转移就业助增收

就业是民生之本、脱贫之根，实施
精准就业扶贫，是助力脱贫攻坚的重
要举措。

近日，黔江区人社局在黔江区城
南街道李家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举
行渝鲁劳务扶贫协作专场招聘会，来
自山东日照和黔江区的30多家企业提
供了近500个岗位供求职者选择，有
效为当地贫困群众搭建了就业平台，
拓宽了就业渠道。

新华乡梨子村村民陈清友，上有
80多岁的婆婆，下有两个女儿面临升
学，急需用钱，老公身体也不好，不能
上班，家里十分困难。

今年2月，陈清友通过黔江区人社
局组织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点
对点”转移输送到山东日照市美佳科
苑食品加工厂二工场螃蟹加工车间。
靠着“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精神，她
夜以继日地坚守在一线岗位，很快就
成了车间的熟练工，日工资达到了150 余元。

“感谢政府有这样的好政策，让我
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让家
里日子越来越好。”陈清友激动地说，

“我现在每个月能拿4000多元钱，缓
解了家里的经济压力，小孩也能如愿
进入大学了！”

事实上，像陈清友这样通过走出
去实现就业，摆脱贫困的还有很多。
近年来，黔江区人社局加大黔江——
日照两地劳务协作，助力贫困群众实
现就业增收脱贫。疫情期间，通过外
地厂车接、组织包机、包车送等点对点
一站式服务，帮助贫困劳动力实现了
从家门-车门-厂门的有序转移就业。
在组织贫困人员到山东就业的同时，
主动关心了解务工人员情况，做好人
文关怀，让贫困人员在山东放心就
业。2020年全面完成了劳务协作的目

标任务。

留下来 在家门口就业挣钱
顾家两不误

精准就业帮扶是促进贫困群众
最直接、最有效的举措。截至目前，
黔江区人社局已成功指导金溪、黄
溪、黎水等乡镇创建了 19个扶贫车
间，惠及了389名贫困群众，真正做
到让群众能增收、车间有效益、产业
得发展。

近年来，黔江区人力社保局把创
建就业扶贫车间作为推动就业扶贫工
作深入开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公司+
扶贫车间+贫困户”的模式，让困难群
体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离黔江区金溪镇场镇不远处的一
处车间里，每天都能传出“嚓嚓”的生

产声。这是金溪镇山坳村退伍军人刘
廷荣于2019年返乡创业创建的就业
扶贫车间。

“只要贫困家庭有一个人能够稳
定就业，有了持续稳定的收入，就能
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刘廷荣
说，2019年 1月，为支持家乡的脱贫
工作，帮助金溪镇贫困群众就近就
业，重庆卫之情服饰有限公司应运而
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100多个工作
岗位。

曾晓林，家住金溪镇桃坪村5组，
家里有6口人，3个学生，一个老人，家
里十分困难。“一听说镇里开了个扶
贫车间，我就报名参加了。”曾晓林开
心地说，现在每月能拿4000元左右，
挣钱顾家两不误，日子过得越来越有
奔头。

据悉，目前黔江有389人通过扶
贫车间实现就近就业，其中建卡贫困
户有148人，极大地助力了当地的贫
困群众就业脱贫致富。

稳就业 创新“创业+技能培
训”新模式促增收

稳就业就是稳脱贫。如何帮助
“走出去”“留下来”的贫困就业群众实
现稳定就业？黔江区人社局聚焦“志
智双扶”和训后就业实效，大力开展技
能培训，通过采取“四个一批”（即：“请
上来”集中培训一批、“走下去”分散培
训一批、“跨区域”鲁渝协作培训一批、

“送上门”统一培训一批）的培训方式，
加大培训力度，确保有培训意愿的贫
困劳动力应训尽训。

“为确保技能培训有实效，真正做
到稳岗就业防返贫，我局创新培训模
式，采取‘创业+技能’的培训模式，让
贫困人员既能学到营销知识、管理水
平，又能学到就业技能知识，提升就
业能力。”黔江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说。
陈淑香是黔江区金溪镇金溪社区

8组居民，为建卡贫困户。“当初创业养
殖土鸡，因不懂技术，盲目操作导致土
鸡全死亡，损失惨重。”陈淑香说，“后
来，为了加强自己的业务技能知识，我
主动报名参加了区人力社保部门组织
的‘创业培训+技能培训’，通过系统专
业的培训，掌握了销售技巧，提升了养
殖技术”。

2018年，陈淑香创新采用了“养
殖+种植+休闲农业”的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新模式。“牛的粪便就用来当作果
林的肥料，用不完的还可以卖出去，不
但节约了肥料成本，还增加了一个收
入来源。”陈淑香激动地说，目前，农场
发展持续稳定，全年实现总产值65万
元、纯收入20万元。

“我脱贫了，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脱
贫致富噻！”据悉，陈淑香的农场常年
吸纳200余人次就地就近就业，其中
有贫困人员10人、五保户1人，有效带
动了当地农户增收。

像陈淑香这样通过技能培训，实
现就业增收的还有很多。

今年以来，黔江区已开展贫困人
员职业培训3170人次，其中，易地扶
贫搬迁贫困人员培训685人次，训后
跟踪服务 7925 人次，实现训后就业
1855 人。发放贫困人员培训补贴
3170 人次 456 万元、交通食宿补贴
2651人次292万元。

接下来，黔江区将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着力稳就业、
保就业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有力
措施，持续在推动重点群体就业、创新
创业、职业培训等就业帮扶工作，进一
步巩固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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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东西劳务扶贫协作务工人员乘坐包机前往山东日照

黔江区笃诚工艺品加工就业扶贫车间，员工们在生产土家刺绣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就业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今年以来，綦江区把解决
人民群众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以就业之稳促经济
之稳、社会之稳、人心之稳。

一组数据诠释着“稳”的良
好态势。截至今年底，綦江区
实现新增就业人数13917人，
完成132.5%；开展补贴性职业
技能培训1.5万人；累计完成扶
贫车间建设29个，财政投入资
金360万元，建成车间吸纳建
卡贫困人员就业 148 人，占
34.5%；贫困劳动力已就业
8821人，同比增长6.85%……

推进就业培训落实
实现新形势催生劳务输出的新变化

农历大雪，山城的气温骤降，不
少高山地区甚至飘起了雪花。但在
位于綦江的重庆赛之源齿轮制造有
限公司内，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生
产景象。

在一条生产线上，文龙街道春灯
村贫困户任启勇正在师傅的指导下
学习齿轮零部件的加工。任启勇的
妻子身体不好，3名子女正在上学，
他是家里仅有的劳动力，但缺少知
识和技术，每月打零工仅有不到
1000元收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拮
据。在当地商会的组织下，任启勇
在离家不远的工业园区找到了工
作，经过简单培训后就能上岗，每月
收入约3000元，一家人的生活得到
了保障。

就业是贫困群众短期内脱贫的
主要收入来源，面对新的就业形势，
政府立即跟进、企业精准培训，使贫
困地区农民工直接进入到新业态
中，走技能脱贫的新路。农民工在
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新变化，更加需
要政府精准施策，企业密切配合，为
之助力、释放能量。

作为全市的劳务输出示范区，綦
江如何做？

首先是摸清底数，精准掌握1.1
万名贫困劳动力就业意向、培训需
求。

其次，通过干部带队，在区内工
业园区、食品园区等辖区70多家企
业开展“组团式”劳务输出，为贫困
对象提供1000多个就业岗位。

然后，通过劳务带领，让区内 7
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展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服务，有效引导30家企业
通过线上平台发布招聘岗位1000多
个。

此外，綦江还积极动员在外“能
人”担任就业服务联络员，成为外出
务工“传帮带”。

种种措施帮助綦江区农民工越
过了“放下镰刀，拿起瓦刀”当建筑
工、“放下锄头，拿起榔头”当普工的
早期务工阶段，大量进入到家庭服
务业、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中，智力
在劳务输出中的比重显著提高。

推进扶贫车间建设落实
实现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

近年来，綦江大量涌现的扶贫车间
就是劳务输出从重体力向重智力转变的
一个表象。

扶贫车间以带动脱贫为宗旨，解决
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就近就业问题，以小
微企业、加工制造类为主。扶贫车间的

显著特征是更多的需要技术而非体力，
更多的需要协作而非单打独斗。因此，
扶贫车间不仅要求贫困户们培训上岗，
更要求提高他们的生产组织化水平，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户“单打独斗”的传
统作业方式。

“我们找准扶贫车间在精准脱贫和
乡村振兴中的定位，累计创建扶贫车间
29家，财政投入一次性建设补助100%
转为村集体资产，投入到扶贫车间中，吸
纳当地建卡贫困人员就业。”綦江区就业
和人才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扶贫车间建设必须与当地产业有机
结合起来，才有长久的、持续的生命力。
例如，安稳镇的山羊养殖产业在车间建
设之前主要将养殖的山羊输入各餐馆，
比较容易受到季节和餐饮行业限制，而
车间建设后规模化开展屠宰、肉制品加
工，即规避山羊养殖的风险，又开辟了新
的市场。

在扶贫车间的发展过程中，綦江区

引入了企业管理模式和市场销售理念，
引导扶贫车间从一开始就走市场化的模
式。石角镇千秋村的扶贫车间在政府帮
扶下，年销售高山大米5万公斤、手工菜
籽油10万公斤；东溪镇草坪村扶贫车间
实现白茶间种花生，产品宣传提档升级，
今年的白茶和花生销售一空；永新镇创
建花椒产业扶贫车间，从私人单打独斗
到依托集体抱团经营，业主变为了合作
社的部门负责人，分管生产、加工、销售
各个渠道，今年该村产业增收纯利润30
余万元，带动当地村民200余人增收。

推进兜底保障落实
实现公益性岗位为脱贫“托底”

没有技术能力的贫困户，是否在
这场从“重体力”到“重智力”的劳务输
出转型中被遗忘？答案是否定的。

“脱贫攻坚，一个都不能少。”綦江

区就业和人才中心负责人表示，“对于
这部分群众，我们开发、安排公益性岗
位，保障其基本生活和顺利脱贫。”

今年以来，綦江聚焦城乡公共服
务短板、临时城镇公益性岗位和乡村
公益性岗位，形式多样地开发了劳动
保障、扶贫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
性岗位，助力脱贫攻坚。

12月11日一早，綦江区郭扶镇平
等村26岁的残疾贫困户杨刚坐着轮
椅来到了村便民服务中心，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

杨刚12岁时因为事故导致了下
半身瘫痪，后来也因此被评为了贫困
户。“今年镇上开发公益性岗位的时
候，我主动向村里说想来上班。”他
说。村里在了解到杨刚的想法后，根
据他的需求结合镇上的需要为他开发
了公益性岗位，负责信息录入、社保办
理等工作，每月工资1800元，还缴纳
五险。如今，杨刚每天都会坐着轮椅

准时来上班，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有稳定就业，老百姓才能过上幸

福美好生活。”綦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负责人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他们将
持续抓好创业带动就业、做好重点群
体就业帮扶、强化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等工作，让人民群
众拥有满满的获得感。

推进各项补贴政策落实
实现贫困劳动力回乡无忧

杨治友是綦江区永新镇垭口村的
一名贫困户，他在浙江一家电子厂打
工已有10多年，收入不高加上节约，
他每年都是跟随春运大潮乘坐普快列
车回家。“有了交通补贴，今年我就可
以坐动车回家了。”他高兴地说。

杨治友所说的补贴，同样来自于
綦江区人社局。今年以来，綦江区按
照“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的
要求开展拉网式摸排，包户式清理，贫
困人员区外务工交通补贴实现全覆
盖，100%享受。

“在跨区域就业往返城市间交通
补贴方面，我们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文
件要求，逐户逐人进行统计。”綦江区
就业和人才中心负责人表示，在精准
核对的基础上，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建
立领导包片、科室包镇（街）、工作人
员包户的“三包”责任制，主动对接贫
困劳动力，核实就业信息，核定补贴
金额，实现5天时间全部精准统计完
成。

綦江还简易发放程序，能提供票据
的提供票据，票据遗失的，填写交通工具
票据遗失情况说明，确保100%享受政
策。目前，该区已为5476人发放补贴
171.74万元，补贴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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