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通讯员 唐小强 记者 周月
桂）近日，岳阳海关缉私分局成功在平江县长寿镇邮政快
递点抓获前来取件犯罪嫌疑人1名，经现场突审，嫌疑人
对其与国外联系、邮寄、购买进口毒品大麻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当场缴获毒品大麻120余克。

今年以来，长沙海关缉私局累计立案侦查走私毒品
案1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查获大麻2331.21克及其
他品类毒品。总体来看，查获案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邮
递渠道成为毒品走私最主要的入境方式，在查获的10起
走私毒品案里，从邮递渠道查获9起。二是毒品走私网络
化愈加明显， 查获的9起案件均是网络达成交易后通过
国际邮包走私毒品。三是查获大麻案件相对集中，特别
是自7月下旬以来，连续立案查获大麻案件8起。

长沙海关立案侦查
走私毒品案10起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协办

稳就业·湖南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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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随着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获批为第4个国家级产业承接示范区，湖
南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也更为快速，也
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金秋10
月，记者来到永州市探访，近距离感受到
当地让产业转移与促就业之间良性运转
的新模式新做法。

库区移民的新生活方式

江华瑶族自治县，僻处湘南一隅，却
到处能遇见机器轰鸣、 人潮涌动的热闹
场景。

近年来， 江华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
屡屡抢得先机，5年来共引进工业项目
230个，高新区规模企业达103家，依托
这些项目，新增就业岗位1.5万个。

而且， 这种因为承接产业转移而带
来的生产、就业两相欢的局面，正从县城
向乡镇、向田间地头扩散。

车出江华县城，行至不远，一栋栋青
砖灰瓦的三层小楼鳞次栉比， 这里是江
华涔天河镇水库移民安置点，1000多户
共4600多名水库移民，都搬进了政府统
一为他们建设的小楼里。在全县，这样的
水库移民安置点共有5个。

安居了，业何在？
有当地人指着不远处山坡上的一栋

4层高的大楼告诉你： 我们就在那栋楼
里上班。

走进大楼， 一楼是兴丰鞋厂在这里
建的一个扶贫车间，36岁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潘丽芳正忙碌着。 小潘是广西壮族
人，嫁来江华后一直在瑶山大山里生活，
从没想过现在能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有
自家的一栋小洋楼。“以前都是在广东打
工，现在在家门口也能干活，今年就跟老
公一起过来了。” 小潘在车间里是车位
工，老公是裁机手，两个人的月收入加在
一起近6000元。

这样的收入虽然比在广东低一点，
但离家近，既能照顾年事已高的老人，也

能让在附近上学的孩子吃上可口的饭
菜，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让小潘颇满意。

“江华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
直坚持‘规模企业进园区，小微企业进乡
镇’的原则，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村民就近
就地就业。”江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艾克海告诉记者。

在涔天河镇水库移民安置点的这栋
大楼，目前已入驻3家小微企业，提供就
业岗位450个，越来越多的库区移民，开
始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目前在江华，已有460多家小微企业
入驻乡镇和村，让产业转移与农民转移就
业更紧密贴合。” 该县人社局局长陈葳介
绍， 对于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人以上
的小微企业，还可认定为扶贫车间，获得
物流补贴、场租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等，至
9月底，已认定230家扶贫车间。

据统计， 江华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11.31万人， 其中贫困劳动力约5万余
人，2019年至今，实现就业5.05万人，其
中县内就业达1.79万人， 基本实现了让
有就业意愿、能就业的贫困劳动力就业。

2019年，江华被评为湖南省农村创
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县区。

产业工人们的新培训模式

在宁远县工业园区， 硕宁电子有限
公司是一家产业转移较早来内地的企
业，主要生产智能排插等设备，产品畅销
北美、欧洲等地。

2018年，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公
司订单下滑，公司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并
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保证了正常运转，
且减少工作时间不裁员， 今年还扩招了
120人。

在公司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大会议
室， 记者看到，40多个身穿蓝色工作服
的员工在认真地做着笔记， 这是硕宁电
子专为员工开办的仪表仪器专业技能提
升培训班。今年，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可，
硕宁电子成立了自己的企业职工培训中
心。这意味着，在企业内部搞职工培训，
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 还可以获得人

社部门的培训补贴。
“大家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就可以边生

产边培训，提升员工素质。”公司管理部副
经理黄碧霞介绍， 有了自己的企业职工培
训中心， 就可以因企设专业， 企业需要什
么，就培训什么。

据了解， 我省以往的企业职工职业技
能培训， 主要是在人社部门设立的培训中
心或认定的职业学校、社会培训机构，根据
企业的需求进行培训。对于企业来说，大规
模组织员工外出培训，并不方便，而且是否
是企业最需要的专业培训，也不尽然。

今年7月，我省出台《湖南省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支持
各类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建设职工培
训中心，开展企业职工技能培训。

“文件出台后，我们对全县96家规模以
上企业进行摸底， 对员工人数达300人以
上、 有条件成立职工培训中心的企业予以
认定。”宁远县人社局局长鲁素春说，目前，
已有3家企业成立了自己的职工培训中心。

“人社部门对于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的师

资、场地、培训时间都有明确规定，公司今年
计划培训700多人， 预计可拿到70多万的培
训补贴。”硕宁电子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走进位于永州市冷水滩区中小企业创
业园的永州市锦希时装有限公司， 现代化
的流水线作业， 让人真切感受到从沿海地
区转移过来的服装产业的先进生产理念与
技术。

锦希时装是从浙江杭州转移至冷水滩
区的高端女装品牌， 产品全部出口至欧美
一带， 其在冷水滩的生产线于2018年3月
投产，目前年产值已达5000多万元，吸纳
从业人员210多人。

这边是快节奏的现代化生产， 而在生
产车间隔壁的一间大教室， 岗位技能提升
培训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要让工人熟练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
岗前培训与持续的技能提升培训都很有必
要， 当地人社部门给了我们大力支持。”锦
希时装永州分公司总经理陈迎莉说，2018
年， 公司为107名新进员工开展了岗前技
能培训，享受培训补贴9万余元。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莫春桥
赵晶 刘恒）自10月27日至2020年3月28日，全国民航将进
入冬春航季。今天，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厦门航空湖南分
公司、 四川航空长沙营业部在长沙联合举办冬春航季产品
推介会，表示将在新航季新开或增密多条湖南地区航线。

在新航季，南方航空将新开长沙至南宁、台州、澳门、丽
江航线，以及重庆经岳阳至厦门航线；厦门航空将新增长沙
至上海虹桥航线；四川航空将增密长沙至成都、昆明航班。

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开通运营，已有7家国内航空
公司和8家国外航空公司确定将在新航季入驻。 其中，南
航将于10月27日开通常德至大兴往返航线，每天一班。

永州：承接产业转移促就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职业技能提
升的行动部署， 我省于2019年7月出台
《湖南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年）》（以下简称 《方案》），
并计划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拿出28亿元，
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

此次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
展的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围绕企业职工、
就业重点群体、 贫困劳动力三个群体展
开。

其中对于企业职工培训，《方案》明
确， 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的企业在职职工， 组织参加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 企业可按规定组织符合条件的
在职职工，按照“企校双制、工学一体”的
模式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并按规

定享受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同时可按
规定开展现代学徒制培训。 企业可按规
定依托具有办学资质的职业院校 （含技
工院校，下同）和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开展
技师、高级技师培训，并按规定享受技师
培训补贴。

《方案》还要求，有效发挥企业职工
培训中心的主体作用。 鼓励企业与职业
院校共建实训中心、教学工厂等，积极建
设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 支持各类
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建设职工培训
中心，广泛开展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提升
产业工人素质和整体技能水平。 支持企
业设立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
工作室， 企业可通过职工教育经费提供
相应的资金支持。 鼓励高危企业集中的
地区建设安全生产和技能实训基地。

我省28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用于职业技能提升
■政策链接

全国民航10月27日
进入新航季

南航厦航川航在长沙联合推介航线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金慧）第十八届中
国畜牧业博览会暨2020中国国际畜牧业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在长沙举行， 宣布第十八
届畜博会将于2020年5月18日至20日在长沙
举行。

畜博会是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主办、 承办
的全国最大的畜牧综合类展会， 已成功举办
17届，每届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1200多家国
内外知名企业参展。

“选择在长沙举办第十八届畜博会，是因
为长沙不仅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和便利的交通
优势， 而且有设计科学、 布局合理的展馆条
件。”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李希荣介绍，第十
八届畜博会展会面积达13万平方米， 将在展
区规划、重点展示、配套会议、展会服务、互联
网应用等多方面进行创新，努力实现展商、观
众精准对接，提升展会品质。

第十八届中国畜博会
落户长沙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张尚武 刘勇）2019生
猪产业发展高峰论坛12日在长沙举办。论坛上，省内生
猪产业龙头企业湘村股份分别与国内新零售巨头盒马鲜
生、永辉超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手共推湘村黑猪，打
造高品质猪肉的领导品牌。

盒马鲜生、永辉超市主推“电商+店商”的模式，都是
线上线下完全融合的新兴零售业态。目前，湘村黑猪全面
进驻盒马鲜生，成为盒马鲜生猪肉类唯一全国供应商；而
湘村黑猪在永辉超市的销售也已过亿元。 湘村股份董事
长杨文莲称，生猪产业在养殖和屠宰等方面已经成熟，但
要确保餐桌肉品安全，还需要切实解决消费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与两大新零售巨头联手，就是想借力新零售，优
化供应链，提升服务效率，把湘村黑猪打造成消费者信得
过的高端猪肉品牌。

盒马鲜生相关负责人表示， 双方深度合作将进一步
完善监控体系，优化配送体系，充分发挥湘村黑猪的品种
优势、规模化生产优势，保证盒马消费群体能买到高品质
的、最新鲜的猪肉。

湘村黑猪拓展新零售渠道

10月10日，澧县码头铺镇方石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罗云林在了解牛的食性。罗云林今年56岁，1988年因车祸导致下
肢瘫痪。2016年，他申请了5万元免息贷款，购买了14头牛进行自繁自养，与妻子一起精心打理。目前，年存栏肉牛50头左
右，每年可获纯收入8万元以上。 柏依朴 万富 摄影报道

小额贷款助残疾人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