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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钧 陈应时 邓 敏

就业关乎老百姓的饭碗，特别是贫困地
区，稳就业关乎稳定脱贫。连日来，桂东县
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按照“311”就业扶贫行
动，逐一摸排全县贫困人口就业情况，向他
们推荐3个就业岗位（机会），提供一次职业
指导、一次职业培训信息，确保全县“有劳动
力的贫困家庭至少有1人充分就业”。

退出贫困序列的桂东县，脱贫不是终
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戴了多年贫困
帽子的桂东来说，脱贫攻坚是一场持久战，
巩固和提升脱贫成果，有效防止脱贫后返
贫，才是真正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而抓
好就业来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就成了全县工
作的重中之重。

完善政策稳就业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就业增收已成为
桂东巩固脱贫的“重头戏”。如何让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群众精准就业？桂东通过调查
统计，全县贫困户中劳动力有20693 人，在
外长期务工8930人，在家发展生产3045人
和自主创业就业 345 人，公益性岗位就业
1514人，县内务工、阶段性务工和临时性务
工5818人，闲置在家的1041人（含读书103
人、参军28人、因病等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
人数910人）。

为让这些能劳动者充分就业，该县坚持
高位推动，强化政策顶层设计，制定实施了

《关于农村脱贫致富实践中组织有劳动能力
人员全方位就业增收的指导意见》《关于进
一步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
策，通过落实优惠政策措施，鼓励外出务工
就业、参与生产就业、农闲时就业、劳逸结合

就业等方式和途径，全方位促进全县劳动力
就业增收、脱贫致富。

就业稳则收入稳。桂东建立数据大平
台，管控就业。“桂东就业网”（包含桂东就业
门户、桂东就业微信端、就业信息管理平台、
信息采集端），实现了县、乡（镇）、村（社区）、
人力资源机构、用人企业、求职者之间的政
策与信息互通，数据共享。

“通过加强劳务协作脱贫综合信息服务
平台工作，他们把未转移就业人员的就业帮
扶和已转移就业人员的稳定就业进行重点
突破。”桂东县人社局负责人介绍，具体做法
就是建立“三个清单”，即分别对未转移就业
和已实现转移就业人员建立了“任务清单”
和“稳岗清单”，并将责任分解到各乡镇及县
直有关单位，建立了“责任清单”。该县纪委
监委定期组织力量对“三个清单”的落实进
行巡察检查，确保政策落细落实。

该县还帮扶转移就业，对未转移就业人
员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和动态销号管理，
及时提供职介服务，输送到广东等地务工，
确保实现转移就业。并通过责任单位、劳务
协作联络服务处、输入地人社部门，对已转
移就业人员开展回访、人岗对接、转岗服务、
维权保障、人文关怀等服务，帮助稳定就业。

此外，桂东安排专项资金补贴贫困就业
者。2017年领取了交通补贴的县外务工贫
困劳动力 7044 人，去年申报贫困劳动力外
出务工交通补贴的县外务工人员6773人。

强化培训优就业

技能强弱和收入多少是直接挂钩的。
为此，桂东县强化培训优就业，通过开展扶
贫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
性，提高就业收入。

如近年实施“双百工程”计划，抓住中
国中铁公司长期对口桂东开展扶贫工作的
良机，实施中国中铁“双百工程”，累计输送
303 名劳动力参加免费挖掘机或职业技术
教育培训，输送 224 名劳动力到项目部务
工就业。今年为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桂东县联合中国中铁、武汉金大力机械培
训学校继续开展挖掘机技能培训，共有两
批学员52人参加培训，其中贫困劳动力29
人。

桂东贫困户胡微敏全家 4 口人在帮扶
政策的指引下，通过就业实现了脱贫。为增
加更多的就业收入，胡微敏参加了中国中铁
举办的免费技能培训班，学习了挖掘机技
能，就业后，去年他一年的收入6万余元，给
家里增收了不少。

该县依托合作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校，从
农村贫困家庭中免试招收“两后生”，为升学
的初、高中毕业生入读职业学校，全额免费
接受3年全日制职业技能教育，累计招收输
送了380多人，毕业后100%推荐就业。

根据贫困劳动力的意愿，该县整合培训

资源，组织师资力量，积极组织开展短期培
训班。截至目前，已举办创业培训9期255
人，厨师培训14期559人，育婴员培训6期
184 人，中式面点师 3 期 114 人，缝纫工培
训7期323人，累计培训1435人，其中贫困
户523人。

近几年，桂东还依托专门培训机构，或
组织师资力量深入到乡镇、村组开展育婴
师、厨师、钢筋工、茶叶制作加工、电子商务、
维修电工、缝纫工等就业创业培训2920人；
开展黄桃、蔬菜、油菜、中药材、竹鼠养殖等
种养实用技术培训 1139 人，提升了群众劳
务就业和自主发展的能力。

此外，桂东全力抓好就业帮扶，重点从
外出务工就业增收、参与生产就业增收、农
闲临时就业增收、劳逸结合就业增收四个方
面，抓好贫困群众就业工作，确保有劳动力
的贫困家庭至少有 1 人充分、稳定就业，实
现“就业稳，收入增”。

增加岗位扩就业

稳就业必须拓宽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
桂东加大就业扶贫车间（基地）创建力度和
奖扶力度，全县评选出就业扶贫车间（基地）
56家，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727人，促进贫
困劳动力特别是易地搬迁劳动力家门口就
业。

“我们采取降低社保费率、实施稳岗补

贴、创建就业扶贫基地（车间）等各种优惠和
扶持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切实承担社会责
任，招用更多的贫困劳动力就业。”桂东人社
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仅去年，该县奖补各
个扶贫车间（基地）107万元。

除了奖补企业促就业外，该县助创业扩
就业。加强创业培训，开展创业指导，落实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加大创业贷款发放力
度。今年来，累计为 21 名贫困劳动力新增
发放创业贷款185万元。

贫困户李稳标今年 6 月通过创业贷款
10万元，个体创业做起了汽配销售，经过几
个月的努力，他的生意已经走上了正轨。“今
年半年时间里，我的汽配可以实现销售收入
100 万元，赚个两三万元没问题。”李稳标
说，贫困户创业贷款改变了他全家的命运，
他相信再过几年致富应该没问题。

为拓宽就业渠道，桂东提供公益性岗位
就业，由各乡镇、村（社区）紧密结合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基础设施及集中搬迁点管护
等，提供保安、保洁、保绿及河道、道路、森林
管护等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或脱贫困
难人员就业，今年安置1514人就业。

桂东开展各项专场招聘会，及时收集整
理发布企业用工信息，搭建企业与求职者的

“就业桥梁”。今年以来已举办“春风行动”、
驻村帮扶、园区企业用工暨易地搬迁等农民
工专场招聘会 29 场，参加招聘企业 40 余
家，提供就业岗位近万个，达成就业意向
3712人。对全县未实现稳定就业的1919户
贫困家庭进行一对一“311”精准对接就业服
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该县有组织输送
117 名劳动力赴广东东莞、中山、惠州及株
洲炎陵等地务工，全年累计新增农村贫困劳
动力转移就业521人。

就业稳 收入增
——桂东县就业巩固提升脱贫成效纪实

·精彩湖南·

龚 伟 贺 茜

“尤赞村民志愿者，更喜家乡美少

年，微信召唤即响应，不计酬劳治家园。”

12 月以来，看到家乡人居环境的巨大变

化，安化县滔溪镇乡亲纷纷点赞。2019

年，从党员干部埋头苦干到带动群众齐

参与，滔溪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走

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

今年 3 月以来，滔溪镇利用每月的主

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村庄清洁

活动，从一名党员改变一个家庭开始，从

亲戚发展到好友，以“1+N”的辐射方式，

用自身行动激励身边的人参与。从 8 月

开始，滔溪镇 13 个村（社区）的党员、群

众、学生自发组成义工队多次开展人居

环境整治志愿行动，有计划地清除所在

村道路旁的茅草、垃圾、疏通水沟，向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发起总攻。人勤、山青、

水绿连成一道道“风景”；人和、村净、庭

美形成一片片“风光”。经过齐心协力的

志愿活动，村庄提升了“颜值”，人民群众

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全

镇掀起一股爱护环境、人人参与的热潮。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直是滔溪镇的

重要工作，围绕“哪些地方搞，哪些人来

搞，搞成什么样”这三个问题，滔溪镇党

委政府多次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会、各村部召开党员组长大会、村组召开

屋场会，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核心意义，传达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只有参与者，没有旁观者的思

想；强调在这场攻坚战中，无论是公路、

河道等公共区域还是房前屋后等私人领

域，不能落下任何角落，要持续用力，动

真碰硬，拿出“钉钉子”的精神，一锤一锤

地敲，把口头讲的、纸上写的、会上部署

的都付诸实施，落实落细。通过实地调

研、交叉检查等方式，对标对准，学典型

找差距作总结，在行动中学习，在学习中

改进，并打造两个先行村，为做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提供了一套可借鉴、可

复制、可推广的“文溪”经验、“乐坪”经

验。

为防止“一窝蜂”，避免“一阵风”，滔

溪镇立足长效，规范管理，着力在四个方

面下功夫，建立长效机制。一是设施到

位。户户门前有垃圾桶，村组建有垃圾

池，使垃圾有处倒，且由镇政府统一配置

垃圾清运车，定期清运各村（社区）垃圾

集中点垃圾，定时清运镇区居民门前垃

圾；二是队伍到位。每村每个片区设有

专职保洁员、义务劝导员、兼职督导员，

配备专业的垃圾清扫工具，并建立“三

员”名单公示牌，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让

群众为“三员”人员打分。三是宣传到

位。利用村村响、宣传车逐村宣传中央、

省、市、县有关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

策。并组织义务劝导员对脏乱差的家庭

上门进行劝导，扭转群众随手乱扔的坏

习惯。劝导员亲历亲为，积极吸纳热心

群众组成义工队，少数带动多数，以“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积极投身战斗，

积小成大，不断增大影响面。村干部包

片、组长包组、党员包户、旮旯角落有义

工，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上 下 联 动 ，形 成 整 体 抓 落 实 的 工 作 机

制。四是制度到位。制定了村级绩效考

核制度、保洁员激励制度、镇级督查制度

等，双月镇人居办组织人员对保洁员工

作、村级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督查，单

月村部则针对督查查找出来的问题进行

整改落实。每次督查都会打分排名并跟

绩效挂钩、跟治理经费挂钩，赏罚分明，

不再打“和牌”，刺激落后村向前走，推动

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向好发展。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

看干部。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滔

溪镇通过干部带头学、干，培养了一支

“先行军”，再用实际行动不断向群众宣

传、督促，达到思变促行动，全民参与的

预计目标。2019 年滔溪镇被评为湖南省

卫生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首战

告捷。

滔溪镇：干部带头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首战告捷

·精彩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

从工厂车间到特色小镇，从自动驾驶
到智慧医疗，5G时代呼啸而来，为越来越
多的行业领域赋能。12月11日，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为我省18个5G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典型应用场景授
牌。记者采访了多家企业，看我省5G应用
落地有着怎样一番独特风景？

生产更智能——
让设备自主运行、“开口说话”

华菱湘钢五米宽厚板厂，车间上方一
台台无人驾驶的天车，运行平稳，准确地
将废钢投入转炉或运到指定地点。这样的
远程实时精准操控，依靠的是5G信号传
输。这也是国内首个钢铁行业5G+智慧天
车应用项目。

“以前，一台天车需要 3 名工人轮班
倒；现在几台天车只要一个工人开。”华菱
湘钢设备工程部自动化主管张国良告诉
记者，将吊车操作人员从噪声、灰尘的环
境中解放了出来。

“不仅让设备自主运行，还能让设备
‘开口说话’。”张国良介绍，湘钢共有2万
多台设备，目前有300多台设备、2000多
个点位实时采集数据，数据量非常大。以
前 4G 传输做不到，只能靠 2 个小时一次
的人工点检发现问题；有了高带宽、低时
延的5G传输，就可以实时发现问题，从事
故型维修转变为预防型维修，这套设备智
慧点修系统上马后已多次成功预判故障，
为公司创造效益约1500万元。

工地管理更加安全有序。湖南电信与
五凌电力开展的5G智慧工地试点，通过
数字管控平台、集成BIM、视频监控等，建
立数字工地指挥中心，实时掌握工程建设
动态。其中，施工现场40多个点位的高清
视频可实时传到指挥中心，在试点工地减
少约100名监理人员，管理成本减少40%
左右。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在车辆上安装
5G 通信模组，让行驶的车辆变得更“聪
明”。如，及时传回前方 1 公里的路况信
息，让车辆作出正确“判断”；车与车之间
进行实时通讯，掌握相互之间的速度、位

移，让自动驾驶车队有序行驶。

生活更便利——
旅游、医疗等民生领域应用场景

令人期待

益阳沧水铺镇景色优美，想去小镇游
玩的市民，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先“游览”一
遍，做好出行功课。湖南移动益阳分公司政
企客户部曾鹤鸣介绍，利用全新的5G+VR
技术，实现VR与景区结合，游客在线上就
可以720度全景式了解小镇，毫无卡顿。

正在打造的沧水铺5G智慧小镇，智慧
农业也是落地场景之一。在益阳现代农业嘉
年华，田间地头布设了高精度温湿度传感器
和智能气象站，远程在线采集气象信息，实
现灌溉用水量智能决策、手机APP远程/自
动控制灌溉等功能，灌水量精确控制，水肥
利用率提高，助力增产增收。

很多医院现有网络覆盖速率低，无法
连接太多设备，导致移动护理、远程医疗
等业务无法开展。“5G 网络覆盖，可以解
决这一痛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湖南代
表处无线产品经理陈欣荣介绍，发挥 5G
网络大带宽与海量连接的特性，移动护
理、医生、护士工作流可全部采用5G网络
承载，实现秒级检查图像、视频打开等功
能。目前，华为、电信正在与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合作，推动5G智慧医疗应用试点，
有望明年落地。

针对急性脑卒中抢救时间短的特性，
联通湖南省分公司将5G应用在救护领域
落地。湖南联通系统集成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相比传统救护车，5G车载CT移动卒
中救护车装载了CT、B超等更多设备，将
检查数据从车上回传医院，医生

通过高清视频指导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
进行实时救治，将急性脑卒中的救护时间
从75分钟降至35分钟。

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争取在5G应用创新上形成湖南

方案

“此次集中发布18个5G典型应用场
景，旨在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运作机
制，引导社会各界开展5G应用创新，孵化
5G应用示范项目，推动5G产业发展。”省
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曹慧泉介绍，18个
应用场景涵盖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视
频文创、能源电力以及教育、医疗等多个
行业领域，商业前景广阔，社会效益明显。

今年6月，《湖南省5G应用创新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出台，加
快5G商用步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计
划通过3年时间，在网络建设、创新能力、
应用融合、产业培育 4 个方面实现突破，
到2021年，全省基本完成5G规模组网并
实现商用，建成10个左右省级以上5G技
术或应用创新平台，打造100个以上示范
应用场景，建设10个左右5G创新创业基
地，5G 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00 亿元，带
动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达4000亿元。

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琛表示，下一步
将切实抓好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持续优
化政策供给，营造良好产业环境，争取在
5G 应用创新上形成湖南方案，在产业发
展上实现突破。

5G场景，渐成风景

彭雅惠

电力既关乎生活又关乎生
产，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是一项缩
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惠及千家
万户的重要民生工程。但电网改
造涉及占地征用、廊道青苗赔偿
等，常常会出现规划落地难、施
工受阻等多发共性问题。

在省内各地采访农网改造
时，记者发现，政府的支持对农
网改造工程推进发挥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
衡阳市是我省新一轮农网

改造升级推进迅速、成效显著的
地区之一。为确保完成农网改造
任务，当地政府先后出台了系列
支持性文件，明确考核奖惩，压
实各级责任，并成立农网改造组
织机构，配置专职工作人员与当
地供电公司联合办公，及时帮助
解决工程建设选址、征地、青赔、
施工受阻等问题。

建设环境优化，农网改造

快马加鞭。祁东县曾是衡阳地
区农网改造施工难度较大的县
域之一，今年在政策和资金的
强力支撑下，农网改造做到了

“大矛盾不过夜，小矛盾不超过
2小时”，全县仅用了不到10个
月，就完成了所有改造任务，极
大提升县域内尤其是广大农村
地区的供电质量和居民用电满
意度。

随着现代农业、交通环保、
电能替代和清洁能源利用等方
面的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和生
产生活对电力配套要求越来越
高。农网改造升级任重道远，还
需要地方政府大力支持。

■采访手记

农网改造需要地方政府支持

▲ ▲（上接1版）
“去年用电问题很头疼。”

江敏告诉记者，生产涂层复合
材料，必须用电控制涂料精准
涂层，电压不稳，产品质量不达
标；停电 1 秒钟，产品得报废。

“对供电质量要求特别高。”
江敏的企业选址在归阳工

业园，这是祁东唯一的工业园
区，从建园之初便被赋予了“拯
救祁东工业经济”的重任。

因历史欠账，祁东农网基
础差，连累工业园电压不稳。

“去年停电3次，每次造成损失
保守估计在万元以上。”江敏
说。

今年农网改造升级，目标
之一就是解决农村地区用电可
靠率、电压合格率问题。

超过 7000 万元改造资金
投入祁东县电网建设，新建、升
级多条10千伏线路，新增400
余台配电变压器，配变容量大
幅提高，电压不稳得到有力改
造，县域内供电质量显著提升。

“现在用电安心了。”江敏
说，公司1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
行，产品质量稳步上升。

江敏的公司成了归阳工业
园招商的一面旗帜。工业园主
任赵志明感叹，过去招商不敢

“挑”，有企业入园就好，来者不

拒；现在供电质量有保证，园区
对高新技术企业、高加工度企
业吸引力增强，归阳工业园明
确了以机械装备、电动汽车、电
子信息为主产业的定位，园区
产业升级带动了祁东县域经济
整体转型升级。

在湖南广阔县域，产业用
电全面实现稳定可靠。今年，国
网湖南电力累计投资 92.8 亿
元，新建或改造全省农网10千
伏线路近1.6万公里，新建或改
造低压线路近3.5万公里，新建
或 改 造 10 千 伏 配 变 容 量 近
300万千伏安。目前，全省农网
供电可靠率达到 99.803%，农
网 综 合 电 压 合 格 率 提 升 至
99.6%，优于全国标准。

电能替代，遍地开花

在邵阳洞口石江镇，小天
鹅学校的学生感到自己的学校
在变美——学校食堂再也不冒
黑烟了。

今年趁着邵阳农网升级改
造之机，小天鹅学校的变压器
由 50 千伏安增容到 200 千伏
安，电力足、供电质量高，使学
校有了电气化改造的条件。当
地供电公司为学校量身定制了
一套改造方案，原本烧煤炭的
食堂由此焕然一新，电炒锅、电

蒸柜、电煲汤桶等“闪亮登场”。
“电能替代后，粉尘污染物

排放明显减少，预计全年可节
约成本开支1万多元。”小天鹅
学校王校长十分高兴地说。

农网改造“决胜之战”为我
省农村地区实现大规模电能替
代奠定基础。在推进改造过程
中，国网湖南电力支持县、乡发
展分布式光伏、生物质发电等
新能源，在农业领域推广电排
灌、大棚电保温等替代技术，在
企事业单位推广煤锅(窑)炉清
洁替代，在居民生活、商业餐饮
等领域推动电气化改造等，并
建成一批惠农富民示范项目。

全省农村地区烧煤烧柴明
显减少。在洞庭湖区、湘西地
区、郴州等地的县乡，大型茶叶
生产企业几乎全改用电能制
茶，对环境保护产生明显效果。
截至今年10月，我省已累计推
广电烤烟、电制茶、电烤槟榔等
项目 26 个，替代电量 1182.44
万千瓦时；农业电排灌项目共
234 个，替代电量 11252.60 万
千瓦时。

据电力部门统计，今年以
来全省农业领域共替代标煤
3.59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9.95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
432.74吨。

三湘农户：从“用上电”到“用好电”

11月28日，
湖南湘江新区
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园展示区
展示的5G远程
驾驶、无人驾驶
汽车。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经济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