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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马利 朱传勇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11月28日，津市市药山镇杨坝垱村村
民李和香一早准备妥当，来到家门口的一
家公司上班。

杨坝垱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 全村
有 63户贫困户的家庭成员像李和香一
样，在该公司务工并实现了全家脱贫。而
该公司作为“吸纳贫困劳动力较多的企
业”，政府不仅给予5万元奖励，还兑现了
岗位补贴。

近年来，津市市立足“三给”（给技能、
给平台、给机制）推进就业扶贫，变“输血”
为“造血”，为贫困户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
长进而摘帽脱贫，提供了重要保障。

给技能，立足“授人以渔”

47岁的施敏是毛里湖镇七星村贫困
户，几年前摔断了腿，丧失了劳动能力，使
本来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市扶贫办、 市就业处的帮扶下，施
敏参加了养老护理员培训班。 培训结束
后， 他应聘到一家家政服务公司工作，包
吃包住，每月工资2400元。施敏说：“是就
业培训让我有了一技之长，过上了有固定
收入、有体面生活的日子，我要感谢党的
好政策。”

在津市，因技能培训走上工作岗位的
贫困劳动力，每年有200多人。该市还根据
扶贫产业落地情况，因地制宜对贫困劳动
力开展生产技术培训。今年，仅参加藠果
种植、稻虾共生技术培训的贫困人口就有

274人。
据统计，2017年以来， 全市共举办劳

动技能和生产技术培训班35期，参训贫困
劳动力达2495人次。 培训均由政府“买
单”，考核合格者可获得职业技能鉴定证，
还可到与政府部门签约的用人单位工作。
目前，签约的家政服务公司就有4家，基本
能满足该类培训人员的就业意愿。

给平台，派发就业岗位

药山镇药山村是全省建档立卡贫困
村。今年春节前夕，全村贫困户都收到了
厚厚的一本书———《药山村脱贫攻坚新春
就业扶贫招聘信息》。 该书对津市27家规
模企业整体情况及用工需求、 入职待遇、
招工联系方式等进行了详细介绍，便于贫
困劳动力全面掌握就业信息。

6月26日，“药山村2019年就业扶贫现
场招聘会”举办，9家企业现场招聘，接待
咨询160余人， 有32人达成就业意向，5人
当场签订了就业合同。

药山村的就业扶贫活动， 只是津市
推动贫困劳动力就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
来，该市通过开展“扶贫日现场招聘会 ”

“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
聘周” 等一系列活动， 为贫困劳动力送
岗。 在互联网产业园还开辟了网络招聘
常年通道，优先为贫困劳动力提供服务，
今年， 通过网络通道报名就业的贫困劳
动力有86人。

为了使年龄大、文化低、无技能的贫
困户能就地打工增收，该市设立了林木看
护、道路维护、保洁绿化等一系列公益性

岗位。目前，全市扶贫专岗共有109个，在
岗人员年均增收6000元以上。同时，建立
了市外用工信息库，为有意外出打工者提
供方便。

给机制，广辟就业通道

以奖代补、岗位补贴、社保补贴……
津市建立了一系列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
的奖补机制，以提高企业聘用贫困劳动力
的积极性。

结合对“津市牛肉米粉”这一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品牌的开发利用，对贫困户经
营牛肉米粉店6个月以上并吸纳2名以上
贫困人口就业的，给予2万元创业补贴；吸
纳5名以上贫困人口就业的，给予3万元创
业补贴。对自主创业贫困户，将其纳入创
业担保贷款范围， 额度10万元至20万元，
期限2年，财政全额贴息，且规定审贷期不
准超过1个月。

为调动培训机构参与就业扶贫的积
极性，该市出台了一系列补贴政策。对贫
困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的机构， 每培训1
人， 由政府给予500元至1500元不等的补
贴。 对B2驾驶证这类费用较多的培训，由
就业处和后盾单位共同解决，确保培训机
构正常收费不落空。

此外，对成功介绍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6个月以上、 并跟踪服务12个月以上的就业
服务机构，按每人3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对
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按省外400元、省内
200元、 常德市内100元的标准给予交通补
贴。 仅今年， 该市领取交通补贴的就有662
人，补贴金额达20.24万元。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肖强）临时停车却未留下联系方式，被堵
车主常常束手无策， 极易引发双方矛盾甚至
治安纠纷。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获悉，该市线上“便民挪车”已在“96111便
民服务桥”平台上线，将有效缓解挪车难等群
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据统计，今年1至10月，长沙12345热线
接到挪车电话24万余起，122派警处置挪车
警情14万余起，110派警处置挪车纠纷300余
起。这次上线的“便民挪车”可通过扫描挪车

二维码实现“临时停靠，即扫即联”，操作简单
方便。车主只需登录“96111便民服务桥”微
信公众号，网上申领或线下领取挪车二维码，
绑定手机号码，然后将二维码贴在车窗前，即
可在不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况下接收到微信提
醒或电话转接，有效解决挪车难、挪车烦。

此外，“便民挪车” 还可引导市民通过
“96111便民服务桥” 查询处理交通违法处
罚，网上办理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补换领、
居住证申领、夫妻投靠落户等高频业务，以及
预约办理220项公安业务。

湖南日报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段华良

“请您稍等一下，现在是红灯！”11月28日，
天空飘雨、寒风拂面，宁乡市历经铺街道东城
社区志愿服务者曾建武扶着过街的老奶奶轻
声说。老人过完马路，对志愿者连声道谢。

现在，在历经铺街道，随处可见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在路口维护交通秩序，在大街小巷
捡拾垃圾，在窗口服务单位为办事群众提供热
情服务。“志愿红”成了历经铺一道靓丽风景。

“每天我们都会赶在上下班高峰期开展
文明劝导志愿活动，已坚持7个多月了。”曾建
武告诉记者，虽然志愿服务辛苦，但付出有回
报。现在街头乱穿马路、闯红灯的行人明显变
少，市民素质大幅提高。

“通过组建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可以有效填补社区工作缝隙，还能
起到成风化人、润物无声的效果。”谈起组
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历经铺街道党工委
组织委员、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副所长杨述

红颇有感触。
据了解， 历经铺街道在宁乡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云平台上，建立了街道、村（社区）、沙
河市场志愿服务队伍11支， 共注册志愿者
800多人，构建起街道、村（社区）、商圈三级
文明实践体系。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就是要串点
成线、连线成块，形成集聚效益，打响服务品
牌。”杨述红说，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是加强基
层党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渠道，是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确引领社
会风尚的重要平台。 历经铺街道充分利用这
个平台，采取送技术、讲政策、学模范等多种
举措，开展“2019春运暖冬行动”“学雷锋日”
以及国际劳动妇女节、植树节、文艺惠民巡演
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新时代文明志愿活
动，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合力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家
喻户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文明
新风蔚然成风。

长沙推出“便民挪车”

“码”上缓解挪车难

一抹“志愿红” 扮靓历经铺

搭起就业桥 闯出脱贫路
———津市推进就业扶贫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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