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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企业闹用工荒，部分
企业因歇业员工闲得慌。江
津区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共享
员工。3月中旬，江津大酒店
和区内餐饮行业105名员工，
前往群光电子（重庆）有限公
司上班，开启为期1个月跨企
业上班新模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餐饮行业受到一定程度冲
击，为应对疫情，江津区就业
局等有关部门牵线搭桥，引
导企业之间相互调剂用工。
重庆联畅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携手江津大酒店及江津
区餐饮商会、群光电子（重
庆）有限公司，推出“共享员
工”创新举措。

“‘共享员工’解锁了我区
企业用工新模式。”重庆联畅
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共享员工”具有用工
数量、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用
工方式、管理方式、薪酬方式
的灵活性，能缓解当前劳动力
过剩的传统餐饮业与复工复
产企业紧急缺工难题，实现员
工使用成本最优化、效益最大

化、风险最小化。
“疫情之下，行业之间冷

热不均。有的闭门谢客‘闲
得慌’，有的则生意兴隆出现

‘用工荒’。”江津区就业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
一步发挥“共享员工”按需分
配机动灵活的特性，探索灵
活用工新模式，拉近人力过
剩企业和人力紧缺企业的距
离，实现供求双方快速、精准
匹配，让劳动力资源得以更
有效流动。

通讯员 曹成

3 月 11 日，綦
江区文龙街道白庙
村，20 多位村民正
在重庆美年来生态
农业公司为猕猴桃
树苗抹芽、锄草、修
枝，每人每天工资
80 元。据了解，该
公司吸纳当地二十
余 名 村 民 前 来 务
工，其中 3 名贫困
户。綦江区指导和
协助农民发展春耕
生产，做到防疫、生
产两不误。
通讯员 吴长飞 摄

专项行动
留住近万名返乡农民工

3月 13日上午，铜梁区
二坪镇的李进谊等64名返乡
农民工走进了铜梁高新工业
园区的企业，开始了在家乡
务工的新生活。今年以来，
铜梁区通过“把老乡留在老
家”专项行动，累计回引9739
名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
业，为企业用工提供了人力
保障。

铜梁区高新工业园区有
近400家规上工业企业。今
年春节前后，铜梁区开展“把
老乡留在老家”专项活动，通
过区、镇、村三级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大力宣传区内岗位信
息、线上就业意愿登记二维

码、返乡就业创业政策以及高
新区企业用工等信息。干部
逐村逐社入户调查，全面、及
时、准确掌握了返乡人员情
况，有序错时组织返乡农民工
进企业参观，让农民工坚定了
在家乡就业的信心。

与此同时，区就业局还
进一步优化招聘方式，依托
重庆就业网、重庆服务群众
工作信息平台、铜梁网等网
络就业服务平台，组织开展
线上专场招聘，镇街为返乡
人员提供免费健康服务，提
供健康证明，帮助务工人员
顺利返岗。

文/图 通讯员 赵武强

200余名妇女
家门口采春茶

茶叶是大足区古龙镇核
心产业，当前正值春茶上市
的黄金时节，从 3 月 2 日开
始，古龙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陈文静带领200余名
妇女参加采摘春茶，在家门
口就业。

忠义村的杨策有二十多
亩春茶，受疫情的影响，春茶
无人采摘。就在杨策一筹莫
展时，陈文静带着几十位村

民来到他的茶叶基地帮忙春
茶采摘。

当地政府和妇联组织暂
不能外出打工的本乡人员及
时培训，投入到春茶抢收的
岗位工作中，确保大家有一
份稳定的收益。“春茶采摘将
在四月底结束，每位参与春
茶采摘的村民有近 5000元
的收入。”陈文静表示。

通讯员 蔡昌怀 瞿波

村民在家
为扶贫车间做配件

近日，奉节县竹园镇竹
园社区贫困户吴光美终于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家为扶
贫车间做手工活也能挣到
钱，真好！”

吴光美丈夫患脑溢血，
她家因病致贫。当地政府了
解情况后多方协调，安排吴
光美到奉节县威奉电子厂上
班。今年受疫情影响，吴光
美就在自家绕线圈，每月
1700元工资。奉节县威奉电
子厂目前已招聘工人60人，
其中贫困户17人，残疾户1
人，一般户42人，目前34人

在自家绕线圈，12人在工厂
车间生产。

近段时间，竹园镇结合
实际，有序抓实“扶贫车间”
复工复产，出台相关政策，指
导“扶贫车间”制定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和复工生产实施方
案，做到防控生产两不误，为
战胜疫情和脱贫增收、巩固
脱贫成效提供保障。

据悉，目前该县33个就
业扶贫示范车间全部复工，
带动562人，其中贫困户237
人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通讯员 龙在林 刘金霞

破解复工就业“两大难”

黔

江

近日，随着“黔江—日
照”航班平稳抵达山东日照，
朱春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
了地。和朱春娥一起，作为
第二批黔江籍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劳动力返岗就业抵达日
照务工者一共有45人，他们
全部来自贫困地区，大多数
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朱春娥家住黔江区金溪
镇。受疫情影响，她和老乡们
一直滞留在家、无法按时返岗
复工，“直到接到集中返岗的
电话，我们心里才有了底。”朱
春娥告诉记者，这次能顺利返
岗，让她感觉很欣慰。“在哪里
集中等候，在哪里坐车进城等
事情，都有政府工作人员在安
排，走的时候，还有汽车专程
送我们去机场，确实很省心。”

事实上，早在2月18日，
黔江区人社局就联合区运管
处等单位，到黔江西客运站为
黔江首批返岗复工的农民工
专车送行，同时也开启了黔江

“出门即车门，下车进厂门”的
农民工返岗行程服务。

连日来，为扎实做好务工
人员返岗就业，黔江由区人力
社保局牵头，联合正阳工业园
区管委会、区总工会、区妇联等
相关部门，按照建卡贫困人口
优先、其他困难群众优先、区
内市内人员优先，通过包车、
协调专列等方式优化运力安
排，有序组织务工人员返岗就
业。同时，创新思路，精准对
接了解企业用工需求及求职
者的意愿，采取微信、电话等
方式一对一服务，为企业用工
和广大求职者求职搭建对接平
台，为网络面试会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确保疫情防控和就业
服务两不误。

针对区内企业用工需求，
该区还积极帮助就业的人员
就近就业或创业，同时还专门
组织区内外企业，集中开展春
风行动暨网络招聘活动。

黔江区人力社保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为全力稳住就
业，目前已排好下个月的返岗
复工人员名单，接下来将继续
通过火车、汽车、飞机、自驾车
等各种方式，积极组织农民工
外出复工务工，确保“门对门、
点对点”将农民工送到各个企
业返岗复工，实现疫情防控与
返岗务工两不误。同时，将继
续加大组织区内外企业开展
线上招聘活动，扩大转移务工
规模。

截至目前，通过“点对
点、一站式”集中统一乘专车
返岗复工务工上千人。通过
包车集中输送、农民工自驾
拼车等方式，组织引导农民
工返岗复工 37519 人；区内
外78家企业共提供1200余
个岗位，实现800余人线上求
职；同时还组织手工编织、服
装缝纫、美容美发等工种的
线上培训，惠及1500余人次
稳定就业。

记者 赵伟平

“共享员工”引导企业调剂用工

近日，丰都县十直镇红庙
子村委会前，20多位农民工
挎着背包、拖着箱子，井然有
序地踏上了一辆开往福建福
州市的“点对点”免费包车。

“他们都持有个人健康
证明，上车前统一进行红外
和人工体温测试。”十直镇相
关负责人说。此外，县客运

站对车辆内外进行消毒处
理，配备了消毒液、体温计等
防疫物品。

十直镇是该县劳务输出
大镇之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春节后，辖区内大量农民
工返工受阻，滞留在家纷纷为
如何赚钱养家犯愁。针对这
一问题，该镇政府通过强化宣

传、精准摸排、实地考察，为返
岗受阻农民工提供温馨服
务。为了确保外出务工人员
安全到达目的地，十直镇政府
积极联系县人社局和县客运
站安排包车，确保农民工“返
岗有车坐、乘车不感染、安全
到终点”。

通讯员 李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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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民工在铜梁高新工业园区一企业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