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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过去，村民想要找工作，困难可不小。
没信息渠道，联系不上企业；找不到

合适地点和工种的工作； 跑到镇上或市
里了解招聘信息， 太麻烦……如何让村
里的劳动力和需要用工的企业精准对
接，帮村民轻松地找到一份工作？

益阳市把人社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作为突破口， 在全省率先启动基层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市、区县（市）、乡
镇（街道）、社区（村）四级人社基层平台，
让村民找工作不再难。

帮村民轻松找到合适的工作
8月21日，益阳市资阳区迎风桥镇邹

家桥村，一大片绿油油的荷塘，莲子正是
收获季节，谢建坤忙着采摘莲蓬。

“我本来在外做烧烤生意，今年女儿
生病了，必须回来照顾。 ”谢建坤说，“没
想到一回来就找到了活干， 每个月可以
挣两三千块，贴补家用。 ”

他告诉记者，今年3月他关了烧烤店
之后， 压力很大， 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事
做。回来后，得知只需在村民服务中心进
行情况登记， 便会有劳务经纪人主动帮
忙找工作。果不其然，登记信息后不到一
周，谢建坤就收到了工作短信。

负责帮谢建坤找到工作的是邹家桥
村的劳务经纪人谢洪英。 在邹家桥村村
民服务中心， 这个24岁的小伙子熟练地
使用着电脑，他打开“益阳市劳动力资源
管理信息系统”的网页，给记者展示他收
集到的信息。

页面由企业登录模块、 各级管理模
块和个人登录模块三部分组成。 进入村
级管理模块，选择邹家桥村，可以清楚地
看到村里劳动力的务工、待业等状况。

谢洪英说， 他平均一个月更新一次
信息，了解村里劳动力的就业意向、就业
技能、家庭情况、社保缴纳情况、就业政
策知晓情况。系统运行一年多时间以来，
目前全村4188人，90%以上的劳动力信
息都已纳入了该系统。

同时，企业也可以登录该系统，发布
和更新岗位信息，在“人力资源查询”功
能中寻找合适的劳动者。

邹家桥村党总支书记谢云华说：“我
们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搭建起基层信息
平台， 让劳动者在村里就能找到合适的
工作。 ”

搭建村里的“小人社局”
村级基层人社平台不是一天建成

的。
据了解，2012年以来， 益阳市委、市

政府把人社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作为

改善民生的突破口， 在全省率先启动人
社基层平台建设， 全力打造市、 区县
（市）、乡镇（街道）、社区（村）四级人社基
层平台。

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劳动关系、职
业介绍等21项职能逐渐下放到各级平台
办理，每一个乡镇（街道）人社服务中心
都变成了一个“小人社局”。

2016年开始， 全益阳市行政村建设
标准的村民服务中心，居民养老、医疗保
险、 劳动力资源信息采集维护等10项业
务相关职能下移到村级服务站办理。
2017年10月下旬，在邹家桥村等31个村
进行试点，村里的“小人社局”就此形成。

为了保障各级“小人社局”的正常运
转， 益阳筹措了2800多万元平台建设经
费，按每个乡镇（街道）最高10万元、社区
最高4万元、 村级最高2万元标准实行以
奖代补； 制订了人社基层平台绩效考核
办法，将人社基层平台建设、工作经费、
人员编制等纳入对区县（市）政府的绩效
考核，建立人社基层平台运营长效机制。

资阳区迎风桥镇邹家桥村的劳务经
纪人谢洪英告诉记者， 他使用的办公桌
椅、电脑、打印机、文件柜、空调、电子显
示屏等设施全部由市里统一配备， 服务
中心还人性化地为村民设置了休息区，
配备了饮水机、老花镜等便民设施。

谢洪英透露， 每帮一个村民介绍好
工作，他这个劳务经纪人就可以得到200
元的绩效收入。

谢洪英介绍，不久后，劳动者个人将
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登录系统，进
行个人信息修改和求职， 系统可以通过
“人岗智能匹配”功能，给求职者推荐符
合其就业意愿和劳动技能的岗位。

据了解，目前，全益阳市的村级人社
平台已全面搭建完毕，共采集180.3万条
劳动力资源信息。

我省建筑业
向万亿元产业挺进

19家企业入选湖南省“建筑强企”名单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陈淦璋）经省政府同意，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公布了湖南省“建筑强企”名单，共有
19家企业入选。

这19家企业分别是：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
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
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五局土木
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五矿二十三冶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
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中建五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东方
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省完成建筑业总产值9581.44
亿元，同比增长13.8%，即将升级为万亿元级产业。 其中，房
屋类建筑业企业完成产值6916.61亿元，同比增长15.2%，在
全省建筑业中保持主体地位， 其余分别为土木工程类建筑
业、建筑安装类建筑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创新金融服务
支持实体经济
三湘银行资产规模突破

500亿元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熊琦） 湖南三湘银行今日披露，
通过创新金融服务， 该行迄今累计投放
产业贷款逾324.38亿元； 推出“惠农贷”

“兴农贷”“岳塘贷” 等10个信贷模式，累
计投放小微客户贷款7.43亿元。 截至7月
末， 三湘银行资产规模突破500亿元，达
到505.05亿元；净利润1.82亿元，资产质
量良好。

三湘银行是我省首家民营银行。 成
立近3年来，该行坚持“服务产业、发展普
惠”战略定位，创建了先进装备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健康医疗和城市更新4个产
业金融事业部，聚焦湖南优势产业，以产
业链思维整合上下游客户群， 缓解企业
融资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三湘银行还开发运行核心企业经销
商批量融资供应链金融系统， 实现融资
审批、放款全线上处理，为隆平高科等核
心企业的下游小微经销商提供线上批量
融资服务，进一步方便小微客户贷款。

通过手指银行APP和“进园区、进社
区、进乡村”金融服务，三湘银行精准滴
灌普惠客户。 截至7月末， 三湘银行向
97.99万户普惠客户发放普惠贷款223.47
亿元，普惠贷款余额104.23亿元，占总贷
款余额的46.21%。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王晗）
3个小时内得到银行响应，3天内银行业
务反馈，2周内放款……今天，“湘信融”
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在位于长沙
湘江西岸的湖南金融中心正式启用。该
平台将运用大数据等赋能传统金融，缓
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据了解，“湘信融”由长沙市数据资
源管理局、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金融

办）、 金融大数据安全与应用研究中心
共同发起设立。 该平台立足普惠金融，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
联等先进技术赋能传统金融，旨在搭建
民营、小微企业与金融机构线上对接的
桥梁。 同时，将依托长沙市政务大数据
和中金金融大数据，为中小微企业融资
进行数据增信，并为金融机构提供企业
精准画像、辅助风控，以降低贷款不良

率等。
“通过‘湘信融’，企业足不出户就

能申请多家银行的信贷产品。 ”金融科
技企业———湖南淼峰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崔洋表示，目前银企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普遍存在，“湘信融”能通过多方联
动，提高银企对接效率。

据悉，按照设计规划，企业可通
过“湘信融”一键发布融资需求，平台
自动评估匹配对应的银行信贷产品。
目前，该平台已与长沙银行、三湘银
行等9家银行签约， 有30余种信贷产
品上线。

石门县成功签约2个项目
总投资5亿元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蔡政 王建
平 唐鹏程) 8月28日， 石门县成功签约正崴智能自动化制
造基地项目和苏州利垚精密制造项目， 这2个项目总投资5
亿元。

正崴智能自动化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3.5亿元， 分三期
建设， 其中一、 二期主要建设智能自动化设备生产制造基
地和高标准自动化数据线车间， 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5亿
元。 三期主要用于扩大产能， 加工新型明星产品的研发制
造。 苏州利垚精密制造项目总投资1.5亿元， 也分三期建
设， 其中一、 二期主要建设注塑产品生产基地和羽毛球发
射机、 乒乓球发射机、 网球发射机自动化生产线， 预计年
产值1.1亿元； 三期主要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 � � �就业稳，人心安，信心足。 党中
央把稳就业放在“六稳”工作首位。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
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
近年来，我省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
和保障就业的政策措施，为全省稳
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认真贯
彻今年年初省委“稳经济、稳就业、
稳安全”专题会议精神 ，配合我省
为期4个月的 “稳就业·湖南在行
动”主题宣传，即日起，湖南日报与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
合推出 “稳就业·湖南在行动 ”专
栏，集中报道全省各地稳就业的经
验与亮点，努力营造有利于就业创
业的良好舆论氛围，推动实现更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 敬请关注。

“让劳动者在村里
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益阳市建设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助就业见闻

【政策链接】

推进公共就业
服务体系辐射全域

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是直接服务
群众的重要阵地， 也是直接联系群众的
桥梁纽带。

为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 省人
社厅今年6月发布 《关于推进全方位公
共就业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
共就业服务体系辐射全域。

推进基层平台建设覆盖城乡。 组织
实施“基层平台5年提升计划”，到2023
年全面完成基层平台“机构、人员、制度、
场所、工作”标准化建设。

培育多元化公共就业服务供给主
体。 将公共就业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
指导性目录， 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社会组织等提供专业化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 支持社会组织等承接基层基
本公共就业服务。

丰富公共就业服务渠道。 依托省人
社厅门户网站网上办事大厅， 智慧人社
APP等媒介，推动就业失业登记、企业招
聘等具备网上办理条件事项“应上尽上、
全程在线、全网通办”。 拓展网上服务平
台 、移动客户端 、自助终端 、手机短信 、
12333 咨询电话等业务办理渠道，实现
线上服务同步联动。

提升贫困地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推进城镇公共就业服务向农村延伸，推
动城市优质资源向农村辐射； 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和政府综合公共服务资
源， 大力开展服务下乡、 巡回指导等活
动， 保障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基本公共
就业服务需求； 进一步壮大农村劳务经
纪人队伍， 为农村贫困劳动力提供更加
精准的就业服务。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湘信融”服务平台在长沙启用

辣椒红
增收乐
9月3日， 嘉禾县珠泉

镇富溪村， 村民采收富硒
辣椒上市。 时下， 该县珠
泉、 广发、 坦坪等乡镇的
6000余亩富硒辣椒进入采
收期， 当地加工企业及时
深入种植基地，收购产品，
增加农民收入。近年，嘉禾
县大力发展富硒农业，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 助农增
收。

黄春涛 摄

雁峰区拟筹建船山古道
将打造生态美、人文佳的环形林间古道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丁梦芝 )
8月31日，由衡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及雁
峰区委区政府组成的联合考察组， 赴雁峰区山林村考察船
山古道筹建项目。

船山古道， 即王船山先生当年前往十牛峰和王家祠堂
祭祀走过的小道。 该古道风景优美，山水兼备，人文辉映，历
史气息浓厚。 雁峰区将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将其打造成一条
集生态自然风景、穿越历史文化、多元化旅游体验于一体的
环形林间古道，为人们提供一个休闲旅游健身的度假胜地。

据悉，该古道建成后全程10公里。 其中，核心景区步道
5.2公里，主要包括船山诗文路刻、船山遗书处、知青茶场、红
旗渠、诸葛亮练兵指挥所遗址等景点。

编者按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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