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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湖南是科教大省， 人力资源优
势十分突出。 为了鼓励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建功立业，4月23日， 我省发
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18条措施，扫清
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就业的“盲点”，打
通“淤塞”，平衡“市场”，让大学生“下
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记者梳理《实施意见》全文，采
访省人社厅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市
场管理处负责人，解读其中亮点。

多渠道开发基层岗位
筑巢引得凤来栖

关键词：“下得去”
亮点：《实施意见》要求，加大在

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购买
服务的力度， 创造更多适合高校毕
业生的就业岗位。 大力实施基层服
务项目，在继续实施高校毕业生“三
支一扶”、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基础
上，进一步开展“定向师范生”“农村
订单定向医学生”“农技特岗生”公
费培养使用工作。 利用各级资金给
予创业高校毕业生以各类补贴支
持， 多措施支持高校毕业生创新创
业。突出解决中小微企业、基层机关
事业单位（特别是武陵山片区、罗霄
山片区）人员短缺问题。

解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多次强调到基层工作对高校毕业
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性。 到基层去历练，
到生产一线去实践，是高校毕业生一生
宝贵的财富， 也是成长成才的必经之
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高校毕
业生， 一直是基层工作岗位重要来源。

要为想去基层的人 “开绿灯”“兜住底”，彻
底解决高校毕业生“有心下基层，无奈没岗
位”的尴尬与困惑。

健全保障措施
为高校毕业生到基层逐梦铺路

关键词：“留得住”“干得好”
亮点：《实施意见》明确，实施专业

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从专业技
术人员高级研修班项目中安排一定名
额专门面向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培
训。建立体现基层一线特别是脱贫攻坚
一线工作实际特点的职称评审制度。提
高基层工作人员各项待遇，包括
工资待遇，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
代偿，住房保障等。

解读：有奔头，才有干头。一
些高校毕业生不去基层， 或在基
层干不久、留不住，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存在职业发展 “天花板”问
题。要着眼于拓展基层发展空间，
为高校毕业生在基层成长成才创
造条件， 才能让人才撸起袖子加
油干、甩开膀子使劲“闯”，真正“干
得好、有平台、留得住”。

畅通流动渠道
创造大学生基层“就业磁场”

关键词：“流得动”
亮点：《实施意见》规定，提高从基

层机关、 事业单位选调工作人员的比
例。落实退役大学生士兵、服务期满且
考核合格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在机关
事业单位定向招录（聘）、升学扶持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县以下基层机关事业单
位定向招录（聘）高校毕业生最低服务
期满2年后，可在县域内流动。国有企业
应分别安排一定比例面向退役大学生
士兵和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

解读：激励出活力，关爱出动力。干
事有舞台，成长才有空间。唯有创造高
校毕业生向往的基层“就业磁场”，让高
校毕业生在基层政治上有奔
头、事业上有干头、生活
上有盼头， 拥有更多出
彩机会，彻底解决
他们在基层就业
的“思想包袱”，才
能广聚天下英才
扎根基层，服务基
层，奉献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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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兰莉 唐耀东

4月20日， 双牌县泷泊镇沙背甸村田间地
头，村民们正忙着种植香芋。该村香芋种植大户
黄健算盘打得响：“去年， 我在专家的指导下种
植香芋30亩，收入10多万元。”

此前， 黄健长年在外打工， 因为没有技
术，一直未能脱贫。2017年春节，黄健返乡过
年时，听说种植香芋收益好，而且有县里的专
家全程指导，还帮助推销，就决定在家里种一
年香芋试试看，“要是效益不好， 再到广东打
工去”。

让黄健没想到的是， 镇村干部不但帮着他
流转土地， 还牵线搭桥帮他办好扶贫小额信用
贷款。从翻挖耕地、种植到收获香芋，县里的农
技专家唐盛裕比自己还热心，经常不请自来，深

入田间实地指导。
去年7月，双牌县突然遭遇暴雨袭击，唐盛裕

及时赶到沙背甸村，指导黄健开沟排水；洪灾过
后， 又手把手地教他有针对性地采取追肥等措
施。去年底，黄健终于摘掉了贫困帽子。

尝到了香芋的甜头，黄健今年把种植面积扩
大到500多亩。 昔日的贫困户， 如今变身“黄老
板”。最近半个月来，他天天泡在地里，看着香芋
苗一天一个样，心里乐开了花。同样开心的，还有
把土地流转给黄健、同时又在香芋地里干活的乡
亲们。村民邓素梅对记者说：“这个月的劳务收入
有2700多元，还能照顾一家老小。”

见黄健赚了钱，不少返乡农民工也纷纷“揽
地”种植香芋。泷泊镇政府负责人介绍，到目前，
该镇香芋种植面积已达2000余亩。 按亩产2000
公斤以上计算，预计可实现收入800万元。

贫困户变身“黄老板”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4月17日，春和日丽。一大早，在慈利
县二坊坪乡二坊坪村新修的村部大楼前，
村民们排起了长队。有的骑着摩托车，有的
骑着三轮车，有的推着推车，一个个喜笑颜
开， 准备领取驻村扶贫工作队免费发放的
化肥。

“蜜柚刚挂果，工作队就送来了化肥，
真是一场及时雨!”村民王宏国一边领取化
肥，一边感慨扶贫政策好,“这两年，村里的
变化很大，水产养殖、蜜柚种植带动了一大
批群众脱贫增收。”

村支书朱大初告诉记者， 二坊坪村是
黄石水库移民村， 由原来的两个村合并为
一个村，现有3000多人，其中水库移民900

多人。由于地处大山、交通不便、产业薄
弱，村民日子一度很苦。

2015年，张家界市移民局驻村帮扶
后，因地制宜修建公路，培育产业，实施
移民搬迁，推进共同富裕。整合资金，带
领贫困户整理土地、栽苗、施肥，发
展三红蜜柚500亩。“市移民局干部
经常来我家， 除了送米送油
外， 还给我争取资金盖了新
房子，种起了三红蜜柚……”
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宏国如数
家珍。去年，在各方帮扶下，
他家脱贫摘帽了。

自从驻村帮扶工作开展
以来，村里完成了水、电、路、
网等基础设施改造， 引进了

光伏发电项目， 建起了村级旅游接待中心、
蜜柚销售中心，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行
兜底全覆盖，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施产
业帮扶。

移民村乐享“新生活”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实施意见》推出“18条新政”，打
造高校毕业生向往的基层“就业磁
场”。4月23日， 记者就此对省人社厅
党组成员、省外国专家局局长谢春进
行了专访。

基层历练
是青年成才成长的最好课堂

记者：近年来我省在促进就业方
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什

么还要专门出台《实施
意见》？

谢春： 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
城乡发展不平
衡， 资源和人才
向城市集中，基
层人才匮乏的问
题日益突出。引
导和鼓励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工
作， 是弥补基层

人才短板、 促进基
层健康快速发展的

固本之策，是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

择。实践证明，基层是高校毕
业生了解国情、磨练意志、砥

砺品质、增长才干的最好课堂。我省
涌现出一大批在服务基层中成长成
才的优秀人物，其中，毫不留恋跨国
公司、甘愿返回家乡当一名村官的秦
玥飞同志就是典型代表。湖南是科教
大省，基层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
道。出台《实施意见》，就是要进一步
发挥广大基层，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缓
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优化就业结
构，提高就业质量。这对基层的长远
发展，人才结构调整，人才成长意义
重大。

八个方面引导
为高校毕业生下基层“保驾护航”

记者：我省在鼓励高校毕业生到
基层就业创业有哪些政策措施？

谢春： 从以下八个方面引导，打
造高校毕业生向往的基层“就业磁
场”：以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社会保
险补贴等鼓励，发挥中小微企业吸纳
就业的主渠道作用；通过各类培训指
导、扶贫项目支持等，促进高校毕业
生到农村建功立业；通过编制、岗位
资源向基层倾斜，简化基层招录（聘）
程序，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进一步降低招录（聘）条

件等， 吸引高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工
作； 开辟入伍绿色通道， 落实学费资
助、复学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政策，
鼓励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 在房租物
业水电费补贴、创业补贴或补助、免收
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 给予基层创
业的高校毕业生有力扶持； 加大在基
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各领域的政府
购买力度， 创造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
的就业岗位；大力实施高校毕业生“三
支一扶”计划、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发
挥示范带动效应。

到基层工作
将享受多项优惠政策

记者： 我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谢春：在职称评聘、工资待遇、专
项补贴等方面，均有优惠政策。一是建
立体现基层一线特别是脱贫攻坚一线
特点的职称评审制度。 二是更好保障
到基层工作高校毕业生的工资福利待
遇。适当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全面落
实乡镇工作补贴政策和艰苦边远地区
津贴增长机制。三是落实专项补贴。更
好地实施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政
策， 对农村基层急需紧缺专业的高校
毕业生可给予专项安家补助。 四是完
善配套机制。 到我省基层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可不受社保缴纳年限、居住时
限等条件限制， 将户口自愿迁移到省
内就业地城镇； 对到农村基层工作的
高校毕业生， 由所在乡镇或工作单位
落实基本住房保障等。

助力国家战略
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大有可为

记者： 学生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
留在大中城市工作， 您怎么看待这个
问题？

谢春： 相当一部分家长可能觉得
到基层就是吃苦， 到大中城市各项条
件都好，事实并非如此。俗话说，是金
子到哪里都会发光。从就业实际来看，
基层吸纳了70%以上的高校毕业生，
与其眼巴巴盯着大中城市有限的岗
位，蜗居在高楼大厦里找不到工作，还
不如早日到基层寻找适合自己的岗
位。从个人成长角度来看，基层是一个
历练人生的大熔炉， 也是一个实现价
值的大舞台。人的一生中，不能苛求波
澜壮阔，但可以尽可能做到丰富多彩、
无怨无悔。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决
胜脱贫攻坚战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亟须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高
素质人才，需要他们到基层去，到一线
去，施展才华，贡献力量。

� � � � 2017年12月23日，高校
女大学毕业生现场应聘岗
位。（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刘遵仁 摄影报道

2017年11月22日上午，
由人社部发起、长沙市人社
局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大中
城市高校毕业生秋季巡回
招聘会（长沙站）在长沙人
才市场举行。（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