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妍 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经济 07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蒋辰

2019年，姚水兰实现了自己一年前
定下的目标。

姚水兰一家是岳阳市云溪区路口镇
黄皋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年前，36岁
的她为生计发愁，“家里揭不开锅， 自己
想打工又走不开， 只能守在家里照料年
迈的老人。 ”

听说村里成立了就业扶贫车间，姚
水兰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找到了项目负
责人、 岳阳市云溪区黄皋艾叶种植专业
合作社创立者彭程。

经过培训， 她走进了这家以艾叶种
植加工为主业的扶贫车间， 开启了家门
口的务工之路。

目前， 岳阳市共有建档立卡农村贫
困劳动力12.88万人，其中有转移就业意
愿的为7.73万人， 人社部门通过实施就
业指导、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劳务输出
等就业服务，已有7.64万人就上业、就稳
业、 就好业， 占有就业意愿人数的
98.8%， 已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为
2542.5元，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目标。

“扶贫车间”开到房前屋后
11月8日一大早， 姚水兰像往常一

样，捋平薄纸，将碾碎的艾草铺在纸上，
一卷一舒间，一根艾香就基本封包制成。

“我每天能做1000多根，而且这个
工作不影响农活，农闲时才过来做工，拿
计件工资，车间离家很近，我还可以照顾
老人，真的很不错。”姚水兰喜上眉梢，以
前仅靠农业耕作维持生活， 突遭变故致
贫后“撑不开眉头”，如今，她在扶贫车间
一个月最多可拿到3000余元，让一家人
很满足，生活有了盼头。

姚水兰也道出了很多贫困户的心
声———因照顾家庭或身有病残等客观原
因， 一些农村劳动力难以外出务工，“不

能出去打工赚钱，就难以改变现状；一旦
走出去，又要面临各种现实问题，迫不得
已又要回来， 除非在自己家门口找份工
作。 ”

“经人社部门挂牌认定后，我们现有
的100多名员工中， 有38人是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 超过用工总量的三分之
一。”岳阳市云溪区黄皋艾叶种植专业合
作社创立者彭程介绍， 作为就业扶贫车
间，可以享受场地、物流、就业创业补贴
及金融扶持。

类似黄皋艾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
大批就业扶贫车间在岳阳落地生根，不
仅探索出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新路径，
还通过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相结合的
方式，充分发掘贫困地区在劳动人口、特
色产业、闲置土地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将
贫困人口转移就业的“先天劣势”转化为
人力资源的“后发优势”。

据介绍， 目前岳阳已建成73个就业
扶贫车间，提供3720个扶贫专岗。

菜单式培训项目深受欢迎
“近两年， 我们这里不少贫困户养

虾尝到了甜头， 今年参加养殖技术培训
的积极性高涨。 我们新开设的稻蛙、 稻
虾共作培训项目， 第一期50人的培训
班还没结束， 后面报名的人数又排了好
几个班。” 岳阳市云溪区就业服务中心
主任邓银芳介绍， 他们积极探索面向农
村贫困劳动力的各类菜单式培训项目，
增加“稻+虾+蛙” 培训后， 参加培训
的贫困户， 每亩田收入在4000元的小
龙虾养殖基础上， 再增加800元左右。

就业扶贫，难在“扶志”和“扶智”，激
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才是最好的帮
扶。

“之前，我们指导培训机构开办了厨
师、母婴护理、叉车和挖掘机驾驶等利于
外出务工的培训项目。后来，经过调研发
现，有些贫困户不想远离故土，为此，通

过整合调度各部门的培训资源， 因地制
宜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深受贫困户
欢迎。 ”岳阳市人社局副局长刘志高说。

目前，该市已构建“四定式培训+四
单式就业”模式，即开展贫困家庭“两后
生”定点、定员、定向、定岗的“四定”免费
技能培训，并大力推行“输出有订单、计
划到名单、培训列菜单、政府后结单”的
“四单”培训就业模式，着力阻断贫困代
际传递。

数据清单铺设就业“快速路”
贫困户想就业， 难以及时获取招聘

用工和培训信息；企业想招人，却难以找
到供求对称、人岗匹配的劳动力。为解决
这一矛盾，岳阳市通过推行“线上匹配+
线下对接”，用数据清单铺设就业“快速
路”。

“我们正在持续加强人岗信息采集
和动态管理， 平均每天在线工作人员数
超过100人， 每月更新各类数据逾6000
条。”岳阳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李鹏杰
介绍， 该市已通过就业扶贫信息平台录
入比对、入户核实和电话回访，动态掌握
贫困劳动力就业失业情况， 对有就业意
愿而未就业的建立“任务清单”，对已就
业的建立“稳岗清单”，在此基础上明确
各方职责，形成“责任清单”。

“现在的服务手段确实越来越快！ ”
近日， 君山区钱粮湖镇居民唐秀莲在镇
里的劳动保障服务站， 通过就业扶贫信
息系统匹配，只用了一个小时，就与岳阳
众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用工合
同。

据介绍，岳阳市人社部门挑选了30
家用工容量较大的家政公司送岗下乡，
搭建“线上线下”同步的供需对接平台。

该市还主动邀请广东、江苏、湖北等
地民营企业组团来岳，与北上广深海、长
株潭、东莞等地达成劳务协作，加强与新
金宝、蓝思科技、比亚迪等省内重点用工

企业对接，不断深化“点对点”“一对多”
有组织劳务输出。

■政策链接

开发就业扶贫车间
补贴有哪些

湖南一直高度重视就业扶贫工作，
政府部门出台的就业扶贫优惠政策也不
少，其中对于就业扶贫车间，就给出了以
下补贴：

1.场地费补贴。 鼓励利用乡镇（村）
闲置房屋办厂房，对场地改造、租赁、水
电补贴，有条件的县（市、区）政府财政可
给予一次性补贴。

2.物流费补贴。 对进行来料加工、产
品运输（配送）等形式的扶贫车间，有条
件的县（市、区）政府财政可给予适当的
物流补贴。

3.就业补贴。 就业扶贫车间按规定
享受社保补贴、 岗位补贴等就业扶贫政
策。 对吸纳10名以下贫困劳动力就业并
开展以工代训的就业扶贫车间， 每月每
车间给予2000元培训补贴； 对吸纳10－
30名的， 每月每车间给予3000元培训补
贴； 吸纳30名以上的， 每月每车间给予
4000元培训补贴。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6
个月。

4.创业补贴。 对有创业意愿并有一
定条件的贫困劳动力， 及时开展创业培
训，落实税费减免、资金补贴、场地安排、
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 对首次创
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 且所办企
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
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贫困劳动力等，按
规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5.金融支持。 建设就业扶贫车间的
企业可比照扶贫经济组织享受金融扶持
政策。

电信5G云网
助力数字化转型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吕芳）今
天，“5G智联 携手未来” 2019年天翼云5G云网中国行（长沙
站）活动在长沙举行。 来自各个行业的数百位云业务领域专家
汇聚一堂， 深入交流5G+云+大数据+AI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具
体应用， 共同探讨5G时代下从云网融合到万物互联的美好愿
景，为我省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能。

本次活动现场，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华为、科大讯飞的
技术专家分别做了“5G+云+AI”专题演讲，深入探讨5G+云计
算、 大数据、AI赋能产业转型的各种解决方案和具体应用场
景。 中国电信湖南公司展示了工业、金融、医疗、教育、泛连锁、
社区等诸多相关应用案例，让与会者真切感受到了“5G+天翼
云+AI”的强大生态赋能。 与会人员还现场体验了中国电信云
会议、手机云安全、云监控等5G+云应用。

活动期间，湖南电信还发布了OTN政企专网产品。随着全
国企业上云、 数字化转型加速， 企业专线需求呈现爆发式增
长，政府、金融、医疗、互联网、工业等行业客户对于企业专线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小于10ms的超低时延、天级的专线快速
开通、99.99%以上的高可靠性、 快速排障能力。 本次发布的
OTN政企专网高度契合以上需求， 将为政企行业客户带来极
致的专线体验，加速湖南企业数字化转型。

据了解，在中国电信的参与和推动下，长沙以及全省各地
的政务云、警务云、工业云、医疗云等已在社会各方面发挥显
著效用。

永州17个文旅项目签约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陈鹏博

宋雪峰)11月11日下午，永州市文旅项目招商推介会在零陵区
举行，现场推介永州优质文旅资源。

推介会上，永州向社会公开发布65个文旅重点招商项目，
计划引资280亿元。 现场签约文旅项目17个， 签约总额达到
73.15亿元，项目涵盖文旅综合体、红色旅游、体育旅游、休闲
度假等多种类型。

近年来，永州深度整合自然山水、人文景观等旅游资源，
全力打造特色旅游品牌， 推动零陵古城文化旅游综合保护开
发项目、蓝山云冰山旅游区项目等文旅项目落地实施，旅游经
济量质齐升，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催化剂。 今年国庆
节假期，永州共接待游客279.8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35亿
元，两项指标增幅均名列全省前列。

浏阳出台
优化企业服务12条措施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王文）近日，浏阳市发布优化

企业服务12条措施。这次措施包括严格划定“涉企红线”、担当
作为主动“站台”、实施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深入推进“绿卡”
服务、提升企业家荣誉感、精准施策扶持企业、彻底打破“隐形
门槛”、刚性兑现惠企政策、全面推行“阳光执法”“清单管理”
提升效能、“千人测评”定优劣、“一案双查”追责任等。

浏阳市这次出台的措施明确提出，在企业确有需要，且没
有潜在交易、利益输送等情况下，各级领导干部要依法依规主
动为企业“站台”，积极参加服务企业的相关活动，包括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重要客商接待、战略合作、市场开拓、品牌打造、
产品推介等。 措施还首次提出实行市级领导担任重点企业联
络员制度，明确33位市级领导联系服务全市184家各行业优质
企业。 通过走访调研，及时协调和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融资、
用工等困难和问题。 每季度召开一次书记办公会、每月召开一
次市长办公会，研究政策并解决问题。 同时，在园区、乡镇(街
道) 同步实施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 推进企业联络服务全覆
盖。

为提升企业家荣誉感，浏阳市规定，要主动邀请企业家参
加各级党委、 政府召开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类会议； 对政治合
格、贡献突出，特别是纳税贡献大的企业家，同等条件下优先
推荐为“两代表一委员”候选人选，在推荐中央、省、长沙市荣
誉称号时优先考虑；每年选树一批优秀企业家典型，大力宣传
推介。

浏阳市这次还提出严格执行“干部效能负面清单”，严禁
干部在涉企服务中拖延、被动应付、敷衍塞责，强化对“庸懒散
慢”和不担当行为的问责和处理。 将服务企业工作纳入绩效考
核，并开展“千人测评”，测评结果与年度绩效考核挂钩。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朱琨 罗亚岚

“娃娃上学堂，小伙娶婆娘，老乡盖
楼房， 脱贫致富奔小康， 全靠柑橘来帮
忙。”这首如今流传在永州市回龙圩管理
区的民谣， 生动描述了柑橘产业给当地
百姓带来的实惠。

回龙圩管理区原为国营回龙圩农
场，建于1958年，2001年改为现名。 近年
来，该区种植橘树超过10万亩。 依托发
展柑橘产业， 持续增强贫困群众自我造
血能力。 该区原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107人，2017年全区8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到去年底只剩19人未脱贫。 去年，该
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万余
元，比上年增长10%，高于全省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11月7日，趁着柑橘采收期，记者走
进回龙圩， 看这里是如何靠一棵棵橘树
斩断穷根的。

技术为先，优质橘园户户有
上午9时，回龙圩八仙洞办事处户户

大门紧闭，而田间地头却热火朝天。
贫困户练高文正在侍弄自己的11

亩柑橘， 看到八仙洞办事处党总支书记
毛先进走过，赶紧放下手头的活儿，邀他
看看自家的橘子， 跟他讨教种植技术。

“今年大旱， 每亩大约只有5000公斤收

成，种得不好。 ”练高文说，“去年我这一
亩地种出8000多公斤呢！ ”

2007年，练高文从部队退伍，南下
东莞打工，月工资只有两三千元，存不下
什么钱。 2012年，听说家乡柑橘产业越
做越好，他决定回乡种植柑橘。

一开始， 练高文心高气傲， 谁也不
服，在种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效益也
不好。后来，毛先进带着村干部上门做工
作，还领技术专家到他家的地头，手把手
传授柑橘种植技术。 如今练高文不仅转
变了观念，还成了土专家，说起种植技术
来头头是道。“现在我每年纯收入有11万
元以上，还可以照顾家里老人和小孩，享
受天伦之乐。 ”

回龙圩管理区坚持以“送树苗、送技
术”方式，破解贫困户自我造血能力不足
的难题， 不仅每年免费为贫困户提供脱
毒柑橘苗木和绿色化肥， 邀请高校专家
现场授课， 还在每个季度更新、 发放一
本 《回峰柑橘》 种植资料， 根据季节规
范化指导柑橘种植、 管理， 每月还有农
技人员到田间地头为柑橘“把脉”。 全
区贫困户家家都有3亩以上优质橘园，
户户能种出致富甜蜜果。

平台赋能，高价柑橘不愁卖
正是柑橘上市旺季，回龙圩大小柑橘

园里随处可见挂“黑F”“鲁A”等车牌的汽
车，但奇怪的是，街上却少见柑橘出售。

源卫柑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刘东平为我们解开疑惑：“村民生产的
柑橘统一运到合作社， 由合作社分销到
广东、北京、山东、河南等地，变传统分散
经营为‘抱团’式新型经营。 目前，村里
69户贫困户都加入了合作社。 ”

“我在合作社工作8年，只要手脚勤
快，每月都能领到可观的收入，而且这里
随时可以请假，家里的事也没耽误。 ”村
民何春华说，当天她请了半天假，先到自
家果林摘了几百公斤橘子运到合作社，
橘子验收后，再去合作社上班。

“达不到标准的橘子，合作社是不收
的。 村民自尊心强，都有争优意识。 你要
是说他们的橘子不好， 他们会难受好长
时间。”毛先进笑着说，因为质量好，今年
虽然是大年，回龙圩的橘子卖价又高，但
仍是市场上抢手的“香饽饽”。

目前，回龙圩村村都有专业合作社，
为果农提供柑橘种植技术培训、 农资代
购、用工代聘、柑橘销售等“一条龙”服
务。每到柑橘成熟期，省内外经销商直接
把大卡车开进果园，一车一车运走，供不
应求，彻底免去了果农后顾之忧。 此外，
该区鼓励支持青年果农及返乡大学生广
泛“触网”，拓宽柑橘销售渠道，春华秋实
等电商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

农旅融合，果农上了“终身险”
走进高尚村， 干净的水泥路像丝带

般串联起片片橘园。 一排红木青瓦的瑶
族民宿坐落在群山脚下，80岁老党员蒋
天江的新房就建在民宿附近， 家园即景
区。

蒋天江原来是农场员工， 如今干不
动了， 每月可以领2000多元的“退休
金”。 前几年，他儿子在此地盖了三层小
洋楼， 邀请他一起入住， 蒋天江一口拒
绝：“我自己有钱，不用住你的房子。 ”他
自己掏钱，挨着儿子的新房盖了一层，如
今已迁入新居。

“现在回龙圩已没有真正的贫困户
了。但脱贫不脱政策，我们还在不断探索
新的路子，让村民的房子起得更好，让他
们的幸福感更强烈。”回龙圩商务粮食局
局长董勇表示。

回龙圩借树发展林下经济，“树上柑
橘飘香，树下鸡鸭成群”， 搞橘园生态种
养一体化。 同时， 依托知青文化、 农垦
文化和连片10万亩柑橘， 发展生态观
光旅游业。 目前， 柑橘观光采摘园、 橘
园党建公园已开门迎客， 投资5000万
元的民宿村基本建成。 已成功承办两届
柑橘文化旅游节暨柑橘产业高峰论坛，
共吸引游客64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3亿元。

“管理区对柑橘产业上了‘终身保
险’，从种植到销售都有政策保障。 果农
退休了还有养老金领， 区内群众生活普
遍得到保证。 我们脱贫是真正斩断了穷
根，原来的穷人绝少返贫，是一种可持续
发展。 ” 回龙圩管理区党委书记盘志元
说。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协办

稳就业·湖南在行动

就业扶贫的“岳阳样本”

回龙圩：10万亩橘树断穷根
侗寨引“蝶”，带动就业

通讯员 吴三东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11月11日，漫步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横岭村（即，横岭侗
寨）金丝皇菊种植基地，记者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地毯”，如画卷
般依次铺展开来。 240亩金丝皇菊竞相开放，美不胜收。

来自侗寨的100多名群众在基地忙碌着， 采花、 提篮、装
框、搬运……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在家门口的‘花丛中’务工，每天也有80元的收入。 ”村民
吴培玩脸上的笑容，如金丝皇菊一样灿烂。自10月30日开采以
来，基地每天有100多名村民务工。 每天采摘的鲜花量达4000
多公斤，采摘时间持续一个多月。

“今年5月，横岭村和通道未名健康城开发有限公司合作，
引‘蝶’进村来。”村党支部书记吴家令介绍，公司流转300多亩
土地，其中金丝皇菊种植有240亩。同时，建立含通草、百部、何
首乌等多品种的中药材科普展示基地。目前已解决150余人建
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党的政策好啊，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实惠。 ”村
民吴家校介绍，他家流转土地，每亩800元，他还能在家门口务
工有收入。 这两项的收入每年可达1万元。

为实现中药材种植基地的配套管理， 公司还在横岭村新
建现代化钢结构加工厂房， 引进国内最先进的烘干设备生产
线，现已正式投入使用。

横岭村系国家AAA级旅游景区，通过“村集体+公司+农
业+旅游”的模式，横岭村广种菊花、蔬菜、药材，打造绿色生态
美丽乡村，现在已然成了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旅游带动民
宿、农家乐，烧烤、采摘、民俗表演等各种活动，让游客流连忘
返，全村年可增收60多万元。

精准扶贫在三湘

� � � � 11月11日，东安县紫溪市镇渌埠头湘江“第一湾”，绿萝倒影，渔舟唱晚，构成一幅诗意山
水画卷，美不胜收。 湘江入境湖南后，在此忽然转向西北又折向东南，从而形成了湘江“第一
湾”。近年来，该县依托生态优势，大力实施“旅游活县”战略，打造知名的微旅游目的地，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休闲游玩。 唐明登 摄

绿萝倒影
渔舟唱晚

蓝山“土货”变“明星”
展出特色农产品70多种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杨雄春）11月9日，蓝山县农合联“蓝
山味、家乡情”农特产品展销会开展，19家当地
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展出乡味十足
的特色农产品70多种，吸引数千人参观选购。

在“舜蓝”系列优质大米展位上，一个
帆布口袋打开，大米的清香扑面而来。“这
是我们最新推出的湘香大米。”全国种粮大
户陈昌军介绍， 今年他联合种粮农户种植
优质稻10万亩，开发出原香米、生态油粘
米等20多种优质大米，畅销北上广等大城
市。 展销2小时，卖出大米5000多公斤。

“自家种的瑶山灵芝，味道纯正。”展销
会现场，荆竹瑶族乡荆竹村青年赵翼说，今
年他家种的30亩灵芝获得丰收，想利用这
次展销会让瑶山灵芝走出大山。

小籽花生、 楠市面条、 黄精片、 粉心红
薯……正宗“土货” 成为现场“明星”， 引
来大批人“淘宝”。

这次农特产品展销会为期2天，由蓝山
县供销联社、 电商办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联合会联合举办，所有展位免费开放，以帮
助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