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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是我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市
县，其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北部火山
岩干旱地区、中部黄泥沟贫瘠地区、南
部少数民族地区和农垦退场队。为了
帮助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尽快脱贫，
儋州选择了转移就业作为突破口。

儋州市就业局局长陈泽奇告诉记
者，目前儋州与广东旦丁人力资源服
务公司联合，协调对接珠江三角洲地
区企业，3年内将开发出1.6万余个就
业岗位，为儋州有外出就业意向的群
众，尤其是扶贫对象搭建就业平台。

据介绍，这些岗位中，包括创维集
团、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等有实力
的大企业，劳动密集型程度高，有流水
线工人、操作工、文员等众多岗位。

值得一提的是，儋州通过培训提高
贫困劳动力综合素养的同时，在广州、

深圳建设“儋州务工人员服务站”。陈
泽奇表示，服务站可为儋州外出务工人
员提供技能培训、医疗救助、劳动维权
等服务，是一个集“信息、就业、创业、维
权”为一体的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本报那大9月11日电）

儋州市发放创业贷款3317万元

以创业带动就业1676人

加大财政投入开发公益岗位和其他市场岗位等，带动贫困户转移就业

儋州为贫困户造“饭碗”

■ 易宗平

儋州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市
县，为了帮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儋州
选择转移就业作为重要突破口，使贫
困人口增加了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儋

州就业问题也得到了有效缓解，“最大
民生”彰显出经济和社会效应。

如何让就业这一“最大民生”彰显
更大效应？儋州做出了有效尝试。

带着感情主动服务。近年来，儋州
每年为农民开办多期免费技能技术培训
班，举办多场大型招聘会，并主动向企业
和民众问计问需。今年9月上旬，儋州市
人社局走访该市木棠工业园区的多家企

业，了解企业用工需求、企业安置附近村民
就业、社会保障和职工维权等情况，并当场
协调相关单位，积极服务企业和相关劳动
力。当这样的走访和服务、这样的培训和
招聘，越来越成为常态时，“最大民生”才
能更加惠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带着眼光创新举措。儋州与广东
相关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联合，协调对
接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3 年内将开

发出1.6万余个就业岗位。儋州在广
州、深圳建设“儋州务工人员服务站”，
构筑集“信息、就业、创业、维权”为一
体的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把眼光从省
内投往省外，不但拓展就业渠道，而且
形成服务的长效机制。儋州还积极欢
迎在外闯荡者回乡创业，以创业带动
就业。这些创新的举措，使“最大民
生”的实现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风物长宜放眼量。儋州人口基数
较大，一批又一批劳动者不断涌现，就
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
要求既立足当前的就业培训和搭建转
移就业平台，更要着眼长远，从根本上
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要实行内引外
联，构建长效机制，努力打造有口皆碑
的劳动力品牌大市，从而让“最大民
生”彰显最大经济和社会效应。

让“最大民生”彰显更大效应

洋浦多举措支持集装箱
航运发展
最高年补贴额600万元

本报洋浦9月11日电（记者易宗平）记者今
天从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获悉，洋浦出台了促
进集装箱航运发展的多项举措，对在洋浦港新开
通集装箱班轮航线的航运企业等进行补贴。

据了解，2017年至2021年在洋浦港新开通
集装箱班轮航线的航运企业，在两年培育期内给
予补贴，最高补贴达600万元。

截止到2017年1月1日已在洋浦港稳定运
行2年以上（不含2年）的集装箱班轮航线，以及
2017年1月1日以后新开通集装箱班轮航线满足
在洋浦港稳定运行2年以上（不含2年）的，给予
航运企业补贴。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出
台这些优惠举措，旨在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加快洋浦航运枢纽、物流中心建设。

儋州近百名出租车
司机集中“充电”
进一步强化安全文明驾驶

本报那大9月11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李珂）近日，儋州对近百名出
租车司机进行集中培训，强化出租车司
机安全生产和文明礼仪意识，进一步提
升出租车驾驶员各项综合素质，确保全
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此次培训由儋州森林柏春出租车
公司组织，培训内容包括交通安全知
识、最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

儋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出租车行业形象维系着城市形象，
事关乘客和市民的人身安全。举办此
次培训，旨在引导出租车司机做到安
全驾驶、文明驾驶。

儋州市木棠镇刘屋
村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
古村。自建村以来，编织
篾制品的手艺代代相传。

据了解，刘屋村现有
百余户人家，全村的成年
人个个都会编织篾制
品。技术熟练的篾匠，遇
上销售旺季，月收入可达
4000元左右。图为村民
们在树荫下编织大箩筐。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本报那大9月11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李珂 何贤顺）记者今天从儋
州市招商局获悉，今年儋州招商活动成
效显著，前8个月协议投资额731.5亿
元，完成年度招商任务的130%。

据省商务厅通报，今年前8个月，
儋州策划包装招商项目48个，项目计
划投资额1564亿元，策划项目数量和

计划投资额同列全省第一；组织参与
有规模招商活动共6次，邀请国内800
多家企业参加，其中多家企业负责人
专程赴儋州现场考察投资环境。

儋州市招商局负责人介绍，该市
全方位开展招商引资。在统筹协调
上，儋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招商
工作专题会，广泛宣传和动员，形成

全市大招商的工作格局。
在项目布局上，儋州围绕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等“七大产业”重点发展
方向，谋划和策划了一批产业项目。

在精准招商中，儋州提前梳理出有
实力、有意向的企业和定向招商区域，

“活动招商”和“外出招商”齐头并进。
在对接服务上，儋州实行签约项

目“一对一”推进服务工作制度，确保
“一个项目一个市级领导、一个项目一
个牵头单位、一个项目一个工作方案”。

在优化环境上，儋州树立“管理
就是服务”理念，简化审批事项，缩短
办事时限，为投资者办理项目落地手
续提供“一条龙”跟踪服务，构建招商
引资“绿色通道”。

儋州招商活动成效显著

今年前8个月协议投资额超731亿元

协议投资额731.5亿元
完成年度招商目标任务的130%

昌江食药监局举办畜禽
水产品快速检测培训班

本报石碌9月11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
者林朱辉）为加大打击畜禽水产品违法生产经营
行为，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近日，昌江黎
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办了畜禽水产品
快速检测培训班，旨在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同时
推进超市及农贸市场畜禽水产品快速检测工作。

随着伏季休渔期的结束，市面上琳琅满目的
水产品海产品开始多了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畜禽
水产品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此次培训，昌江食药
监局为全县30多名来自各基层所、农贸市场、大型
超市检测员传授了科学有效的快检技能，同时鼓励
各单位检测人员利用建立的信息互通平台，积极地
进行信息交流，互相学习优秀的经验、方法。

课上，培训老师采取现场实操的方式，演示了
硝基呋喃、孔雀石绿、瘦肉精的快检操作流程，并
详细讲解了快检基本原理，以及各类仪器操作规
范、实施步骤和要求。通过这样理论与操作结合
的培训，学员们很快便能加深对畜禽水产品快检
操作的了解与掌握。

东方对石化企业展开
消防安全夜查

本报八所9月11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员
符才丽）近日，东方市工业园区管委会联合园区消
防大队、辖区边防派出所组成联合检查组来到东
方工业园区，对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责任公司等
石化企业开展消防夜查共工作。

夜查期间，检查组重点查看了企业的监控中
心，督促企业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健全消防安全管
理制度、完善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同时，检查组对
各企业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是否配备到位、消防
设施运行是否正常、值班人员是否在岗、员工是否
有上岗资格证书、消防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
畅通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通过此次检查，东方工业园区进一步落实了各
园区企业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消除了各类消防安
全隐患，提升了企业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能力。

30名中国艺术名家
赴儋州采风创作

本报那大9月1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冼贺 何万常）9月10日，参加“诗画儋州——中
国艺术名家走进儋州”活动的中国作协诗歌委员
会主任叶延滨等30位中国艺术名家，先后赴儋州
东坡书院、海南热带植物园、儋阳楼等地采风。

活动中，艺术家们对儋州古盐田、东坡文化、
儋州调声等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进行创作。“到了
儋州，才知道海南文化是多么悠久、厚重，真是不
虚此行！”叶延滨感慨地说。

据了解，此次“诗画儋州——中国艺术名家走
进儋州”活动将持续至9月13日。

儋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温龙表示，希望以此
为契机，深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展示儋州近年来
日新月异的改革发展新风貌和文化建设新成果，
进一步推动儋州文化繁荣发展。

手艺在身
致富不愁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赖尚峰

今天上午，在儋州市
白马井镇附近的一片树
林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
隙洒落出柔和的光斑。
护林员唐用局从林中穿
过，不时用手轻抚一下大
树小苗，脸上洋溢着明媚
的笑容。

唐用局是白马井镇学
兰村的贫困户，为了帮助
他尽快脱贫致富，2016
年，当地政府聘请他担任
了镇里的护林员。“当护林
员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
下班还能照顾家里。”唐用
局说，镇里还帮扶他家养
羊，并进行危房改造，如今
生活越过越好！

据了解，为了让唐用
局这样的贫困劳动力实现
就业，近年来儋州不断加
大财政投入，开发了大量
公益岗位和其他市场岗
位，成功带动了一批贫困
户就业脱贫。

在地方党委政府帮扶下，儋州市王
五镇优泮村贫困户羊壮莲除了种桑养
蚕，还被镇里聘请为保洁员。她兴奋地
说，虽然辛苦些，但自己增加了收入，村
子也更加干净整洁，觉得很开心！

儋州市扶贫办统计显示：2016
年，全市开发护林员和村镇保洁员、保
安员等公益岗位463个；2017年前8

个月，全市开发公益性岗位347个。
这些岗位安排给贫困劳动力，使他们
在家门口就业，既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同时还能兼顾发展产业扶贫项目。

就业是最大民生。在开发公益性
岗位同时，儋州还积极协调争取更多
市场岗位。据儋州市就业局统计：
2016年至今年8月，共举办招聘会40

场，提供3.51万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2016年儋州实际劳务输出

1.23万人，其中转移贫困劳动力2726
人。2017年前8个月，儋州劳动就业部门
利用社区平台，共组织转移就业1.12万余
人，其中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3415人。

9月上旬，儋州市人社局局长张
国盛带队，走访了椰宝水泥厂、伟达化

工、沃尔金顿玻璃、同森木业、铁汉公
司、温氏公司等企业，了解企业用工需
求、企业安置附近村民就业、社会保障
和职工维权等情况。

在伟达化工走访时，当企业有关
负责人提出还需招聘部分员工时，儋
州市人社局当场协调相关单位，主动
对接，积极服务该企业和相关劳动力。

牵线搭桥 为企业和劳动力服务

2016年以来，木棠镇蒌根村村民
吴卓卿除了参加挖掘机培训，还参加
了绿壳蛋鸡养殖等培训，如今他已是
村里有名的“多面手”。“多学一门技
术，就多一条增收路子。”吴卓卿自豪
地说。

不仅仅是木棠镇，去年以来大成镇
新风村的贫困户，在上夜校学知识之
余，积极参加全市挖掘机驾驶培训，目
前已有10余人拿到驾驶证。村里还有

18人参加电工班，学到了一技之长。
为给农民提供免费培训平台，儋

州加大财政资金投入。2016年，全市
完成劳动力转移就业投入1927.7万
元，其中创业资金1632万元、培训补
贴295.7万元。2017年前8个月，儋州
已发放公益性岗位工资补贴4805人
次，共计342.65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130人、发放金额25.76万元。

这些投入，培养了一批有志向、有

技能的新型农民，推动贫困劳动力转
移就业创业。那大镇侨南村村民符学
文如今已是一家产业基地的老板，
2016年他的基地出栏儋州鸡8万多
只、生产荔枝10万余斤，为附近村民
提供不少就业机会。

符学文曾在外闯荡多年，在了解到
儋州的扶贫贷款等政策后，下定决心回
乡创业，并专程来到位于儋州的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心

参加培训。谈起自己创业的经历，他感
受颇深：“培训让我掌握了扎实的技术，
有了创业的底气。”

据了解，今年以来儋州市发放创
业贷款3317万元，以创业带动就业
1676人。其中，儋州七叶葡萄专业合
作社获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注入的
400万元信贷资金后，其葡萄产业融
合了体验游等新业态，带动当地10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加大投入 为创业就业增添活力

横向合作 推动贫困人口转移就业

2016年

儋州全市开发护林员和村镇保洁员、保安员等公益岗位463个

2017年前8个月

全市开发347个公益性岗位

2016年至今年8月，共举办招聘会40场，提供3.51万个就业岗位

2016年

全市已完成劳动力转移就业投入1927.7万元

2017年前8个月
儋州已发放公益性岗位

工资补贴4805人次,共计342.65万元

今年以来

本版制图/王凤龙

动工5个，落地率59%

在多场招商活动中签约项目18个 2017年省考核项目注册落地12个

赴儋州采风的艺术家正在创作。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