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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李国斌 夏似飞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古丈县高峰镇淘金村村民尹霞， 在古丈县与
济南市举办的2017年民营企业招聘会上， 与济南
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达成了就业意向。“月工资
3000元，还包食宿。 ”尹霞满脸喜悦地说。

根据济南市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签订的
协议，2017年到2020年， 济南市将为湘西自治州
提供3000个扶贫就业岗位， 定向招收200名贫困
家庭学生，组织开展20场扶贫协作招聘活动，组织
蓝翔技校等机构培训贫困劳动力。

这是湖南开展劳务协作脱贫的一个缩影。
2016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
办联合发文，在广东、湖南、湖北同时启动劳务协
作脱贫试点， 探索贫困人口外出务工稳定就业脱
贫。 一年多来，湖南探索出“114”劳务协作脱贫模
式， 带动21.3万余户贫困家庭收入达到或超过脱
贫线。

输入地和输出地如何协作？ 在扶贫任务艰巨
的湖南，劳务协作脱贫的效果如何？湖南为全国提
供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7月初，记者走进
劳务协作脱贫试点地区，进行了实地采访。

最直接、见效快，劳务协作趟出
精准扶贫新路子

44岁的花垣县麻栗场镇老寨村村民石泽芳，
全家共有7口人，父母患病，一子一女均为在校学
生。 2016年以前，他们的家庭生活来源全靠石泽
芳夫妻俩务农的微薄收入以及农闲时节走村串户
收捡破烂， 全家的年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
右。

2016年初，得益于广东省和花垣县建立劳务
协作脱贫试点， 石泽芳夫妻俩在家门口参加了深
圳市与花垣县举办的贫困人口劳务输出现场招聘
会，找到了心仪的工作。现在两人都在深圳市布吉
首饰加工厂上班，月收入合计超过7500元。 2017
年春节，他们全家搬进了新房。

就业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贫困群众的脱贫之
路。在湖南，像石泽芳这样因劳务协作而脱贫的还
有许多。

2016年4月，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在广东、
湖南、湖北同时启动劳务协作脱贫试点工作。湖南
从跨省、 跨市和跨县区三个层次开展劳务协作对
接，迅速取得成效。 不到半年时间，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就新增2.2万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

2016年8月，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在长沙召
开劳务协作脱贫试点工作总结会。会上，湖南构建
的“114”劳务协作脱贫模式得到广泛肯定，并向全
国推介。“114”即形成一套整体工作机制，建立一
个劳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把握精准识
别、精准对接、精准稳岗、精准服务四个关键环节。
2016年10月，劳务协作脱贫在湖南全面铺开。

在积贫积弱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劳务
协作已成为行得通、见效快的脱贫增收途径。自治
州通过建立精准对接机制， 不仅巩固了原已转移
就业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成果，同时多渠道、多形
式新增了一大批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带动6.3万
余户贫困家庭收入达到或超过脱贫线，实现了“就
业一人，脱贫一户”。

湖南是贫困人口大省，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至
2016年底全省还有340万贫困人口， 要在2018年
底前完成80%的贫困人口脱贫、2020年前确保现
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面脱贫，任务十分繁重。

“从短期来看，劳务协作是最直接、见效最快
的脱贫方式， 劳务协作将助推全省脱贫攻坚战早
日决胜。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党组书记、
厅长贺安杰说，从长远来看，通过长期稳岗就业、
技能培训，输出贫困劳动力不仅可以开阔视野，提
升素质，逐步转化为产业工人，还能有效阻断贫困
的代际传递。

精准识别、精准对接，新增11.85万
贫困劳动力就业

劳务协作脱贫试点一年多来，湖南不断摸索，
形成了一套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机制。
这个机制的第一步就是摸清贫困劳动力的“家
底”。

在花垣县花垣镇杠杠村村委会， 记者看到一
份“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劳动力资源信息采集
表”，上面详细记载着该村每一名外出劳动力的基
本情况，包括就业去向、就业需求、就业岗位和收
入情况、参加社保等信息。

“这些信息都是村干部按照‘一人一卡、一村
一册、一乡一柜、一县一库’的要求，逐村逐户走访
搜集来的。 ”花垣县人社局局长黄智敏说，花垣县
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动态管理台账和劳动力资源数
据库，每个季度都会对劳动力信息进行一次更新。
同时，将通过网络、劳务中介以及实地考察搜集到
的各种招聘信息近3万条，在县乡劳动力资源信息
平台上发布。

省人社厅副巡视员姚祖清介绍， 劳务协作与
以往劳务输出的区别，就在于“精准”二字，就是对
准有外出务工意愿和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

试点伊始， 湖南就在“精准” 上下足功夫。
2016年4月， 启动开发全省性的劳务协作脱贫综
合信息服务平台， 输出地将进村入户采集的贫困
劳动力数据信息，全部录入数据库，涵盖了其基本
信息、就业信息、就业意愿、技能素质等关键要素。
共从全省 49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中识别出
151.86万人属于需要就业帮扶的贫困劳动力。 输
入地将收集筛选的适合贫困劳动力的岗位数据信
息全部录入系统， 涵盖了用人企业名单、 岗位工
种、技能要求、薪酬待遇等具体要素，确保对贫困
劳动力做到底数清、去向明、信息实。

一些农村贫困劳动力，思想落后、身无长技、
信息闭塞，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识别出贫困劳动
力后，输出地和输入地协作对接就成了关键。

2016年4月，花垣县成立了驻广州、深圳、东
莞、佛山4市劳务对接服务中心，与当地人社部门
对接协作，搜集整理发布岗位信息，核实已就业人
员基础信息，解决已就业人员工作、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

花垣县驻广东4市劳务对接服务中心主任龙
明江告诉记者，劳务对接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协调
4市企业到花垣县举办招聘会12次，提供就业岗位
2万余个，1700多人现场签约， 其中含990名贫困
劳动力。

最让龙明江津津乐道的， 是花垣县携手广州
市、深圳市实行的贫困“两后生”（初、高中毕业未
能继续升学的贫困家庭中的富余劳动力） 招生政
策，使155名“两后生”通过技工、技师培训走上就
业岗位，实现了脱贫。 在他看来，这是未来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一招。

作为劳务输入地， 深圳等市也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政策与保障措施：在劳务输出对接中，形成求
职需求和岗位供给“两张清单”，建立劳务输出地
和输入地精准对接工作机制， 解决劳动力求职意
愿和企业岗位供给匹配精度不高的问题。

黄向英是深圳市坪山新区劳动就业管理服务
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今年以来，她每天都在微信
上和贫困就业人员以及企业负责人沟通。 企业空
缺了什么岗位，贫困劳动力需要什么岗位，她心里
有本账。一名听力有障碍人员需要就业，黄向英不
厌其烦，一连找了4个工作岗位供他选择。

据统计，自2016年10月劳务协作脱贫在全省
铺开以来，通过精准识别、对接，新增11.85万贫困
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转移就业75万余名贫困劳
动力，平均月工资2554元，带动21.3万余户贫困家
庭收入达到或超过脱贫线。

精准稳岗、精准服务，确保“留得下”
“做得好”

今年2月3日，新春上班第一天，长沙市人社
局就带领由蓝思科技等32家企业组成的首支就
业扶贫队伍奔赴吉首、龙山、保靖、花垣开展劳务

协作脱贫专场招聘会。 至3月底，长沙市各级人社
部门组织11支队伍，分赴龙山等16个贫困县，开展
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21场， 提供就业岗位6.2万
个。

在长沙市人社部门协调下， 蓝思科技先后与
自治州、怀化、湘赣边等贫困地区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2000余人，稳岗率达
到了90%以上，比正常劳动力还稳定。

“政府为企业提供了招工平台，也让贫困劳动
力通过工作实现脱贫增收，实现了双赢。 ”蓝思科
技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宋坚冰说。 为稳定贫困劳
动力就业，蓝思科技专门出台了稳岗办法。贫困劳
动力月综合工资达到4000至5500元，实现了在省
内就业，拿沿海薪酬，还统一为每位员工缴纳五险
一金，住宿免费。 此外，公司还联合湖南大学创办
蓝思学院进行学历教育， 贫困家庭员工均可免费
享受。

“在长沙市，像蓝思科技这样参与到劳务协作
脱贫中来的企业，有480多家。”长沙市人社局党组
副书记、副局长王河说。不过，王河也介绍，部分用
人企业反映，贫困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职业技能
缺乏，与岗位的要求有较大差距，还存在对城市生
活不适应的问题。 不少贫困劳动力虽然通过劳务
协作找到了工作，但稳岗率仍然偏低。

对于贫困劳动力来说，只有稳定就业，才能获
得稳定收入，实现长久脱贫。

为此，长沙市建立了“梯次教育培训体系”，确
保贫困劳动力有一技之长。 对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超过1年的企业， 给予1000元每年每人的岗位
补贴，14家企业获评全国就业扶贫基地。 接下来，
长沙将参照户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政策，对
符合条件的招用企业给予社保补贴， 初步预计将
吸引数千家企业到项目中来。

株洲、 湘潭也为入城就业的贫困劳动力推出
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开通绿色通道，为贫困劳动
力进城落户、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疗卫生等方
面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 株洲还推出国内首个专
门针对农民群体的个人住房贷款“农民安家贷”，
促进贫困劳动力在城里定居。 湘潭则对吸纳贫困
劳动力较多、被评为就业扶贫基地的企业实行“巡
诊”制度，对建档立卡户转移就业人员，进行跟踪
服务，随时掌握其在岗情况。对需要转岗的或失业
的，实行政府托底，充分保障其就业需求。

“用人企业确需解除贫困劳动力劳动关系的，
我们就启动转岗服务， 根据贫困劳动力意愿为其
提供新的岗位信息， 暂不能实现重新就业的按规
定发放失业金，并安排进行转岗培训。”王河说，对
已经返乡的贫困劳动力， 输出地将把他们再次纳
入劳务协作脱贫工作对象，滚动实施对接服务，及
时跟进开展职业指导、就业推荐。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李国斌

为什么劳务协作脱贫试点选
择在湖南开展？ 湖南在劳务协作
脱贫方面，创造了哪些好的经验？
未来湖南将怎么发力推广劳务协
作脱贫？ 7月15日，湖南日报记者
专访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
社厅党组书记、厅长贺安杰。

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
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
时，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贺
安杰说， 多年来， 湖南一直是劳
务输出大省， 目前湖南有超过
1500万人外出务工， 而毗邻湖
南的广东， 是湖南外出务工人员
最多的省份。 2016年4月， 人社
部、 国务院扶贫办在广东、 湖
南、 湖北启动劳务协作脱贫试
点， 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过去的劳务输出主要是群
众的自发行为， 而现在的劳务协
作脱贫， 是政府层面有组织地将
贫困劳动力输出， 更为精准。”
贺安杰说， 短期来说， 贫困劳动
力劳务输出是脱贫增收最直接、
最现实、 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一
个劳动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每月有约3000元的工资收入，
基本上就能带动全家脱贫。 从长
远来看， 劳务协作培育了一代
人， 通过培训、 在企业打工， 这
些贫困劳动力回到家乡， 眼界开
阔了， 综合素质提高了， 能够有
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试点启动后， 湖南在跨省、
跨市州、 跨县区3个层面开展劳
务协作脱贫。 “通过输出地和输
入地的劳务协作对接， 贫困劳动
力输出实现了3个转变， 即从自
发输出向精准输出转变、 从无序
输出向有序输出转变、 从体力型

输出向技能型输出转变。” 贺安
杰说， 湖南探索出的模式具有一
整套的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 可
操作性强， 可复制、 可推广。

在贺安杰看来， 开展劳务协
作并不能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揽，
也要注意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
只手” 的作用。 政府主要是搭建
平台、 畅通渠道、 鼓励引导、 提
供服务。 同时， 要尊重市场规
律， 政府通过政策支持， 引导企
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发挥企业
吸纳就业的主体作用。

广东等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
劳动力的需求大， 近年来一些企
业由于招人困难， 还出现了用工
荒。 而农村贫困劳动力中， 不乏
有劳动能力、 有转移就业愿望的
人， 但他们普遍缺乏信息、 缺少
门路。 贺安杰说， 通过政府有效
组织、 精准对接， 可以实现双赢
甚至多赢。

贺安杰说， 接下来， 我们将
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 建立
劳务协作脱贫攻坚工作的任务清
单、 责任清单、 稳岗清单等3个
清单， 准确掌握未转移就业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基本信息、 就业
意愿、 技能素质等情况， 精准识
别到人， 掌握输出任务； 准确掌
握本地已转移就业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的就业地点、 就业单位、
联系方式等信息， 按照转移就业
地区分类形成已转移就业贫困劳
动力稳岗清单， 输出地重点做好
与长株潭和省政府驻外办事处对
接， 实施帮扶稳岗到人； 将输出
任务和稳岗任务分解到相关地
区、 部门和单位， 形成各地劳务
协作脱贫攻坚工作的责任清单，
确保对农村贫困劳动力做到底数
清、 去向明， 输得出、 稳得住。

� � � � 2016年8月， 省商务厅、 省
扶贫办、 省财政厅三部门联合发
布 《关于十三五期间促进对外劳
务输出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 》
（下称 《意见》）， 根据 《意见 》，
我省将通过实施对外劳务输出精
准扶贫， 力争 “十三五” 期间外
派有一定劳动技能和出国务工意
愿 、 年龄在18岁至40岁之间 、
身体健康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
万人以上 ， 达到 “一人出国务

工、 带动全家脱贫” 成效， 帮助
1万个以上贫困家庭实现脱贫。

湖南已有对外劳务经营资
质的企业17家 ， 对外劳务服务
平台42个 ， 年外派劳务人员 7
万余人 ， 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超
过10万人 。 接下来 ， 将通过搭
建对外劳务合作交流对接平台 ，
为用人单位 、 劳务企业 、 劳务
平台和职业教育机构提供交流
对接机会。

帮一人就业，助全家脱贫
———劳务协作脱贫的“湖南样本”

新闻链接

推动劳务协作
助力精准脱贫
———专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社厅
党组书记、 厅长贺安杰

“十三五”将外派
逾万贫困人口“打洋工”

� � � � 7月14日， 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猕猴桃基地， 村民看到新挂果的
猕猴桃， 高兴地玩起了自拍。 近年来， 该村强化党支部发挥核心引领作
用， 带领村民按照“支部+公司+党员+村民” 模式， 发展农家乐、 种养
殖、 苗绣等， 脱贫致富奔小康。 石艳飞 张耀成 摄影报道

十八洞村党建引领脱贫见成效

劳务协作转移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
� � � �根据人社部农村贫困劳动
力就业信息平台数据统计，试
点之初， 我省总计有建档立卡
农村贫困劳动力1518662人。
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农村贫困
劳动力已就业758946人，占贫
困劳动力总数的49.97%。 其
中， 今年新增转移就业88978
人， 完成了今年目标任务的
90.33%。

占52.7%；自主就业526384人，通过
各类就业帮扶实现就业225602人；平
均月工资2554元。

已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中，县内就地
就近转移就业213361人， 占已转移
就业贫困劳动力28.1%；

县外省内转移就业145689人，占
19.2%；省外转移就业399896人，

90.33%

28.1%

19.2%

52.7%

开展就业帮扶情况
� � � �全省各级人社部门不断加大对本地贫困劳动力就业帮扶力度。 从去年10月到今
年6月底，总计为当地贫困劳动力提供职业指导175573人次、提供职业介绍173693人
次、提供职业培训66376人次、提供创业服务32510人次。 有43078人享受职业培训补
贴、33122人享受社会保险补贴、6567人享受岗位补贴，还有115068人享受政策扶持。

省人社厅在全省范围遴选了110家企业作为
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定点接收单位， 其中70个被人
社部认定为全国就业扶贫基地。这110家企业已接
收贫困劳动力就业9962人， 并开发了一批针对贫
困劳动力特点的就业扶贫专岗， 拟接收贫困劳动
力12641人。

制图/李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