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上线下销售农产品

积极孵化农村电商人才

营造地域电商发展氛围

该中心主要工作为

举办县级招聘会、镇级招聘会、村级招聘会
试点设立村级就业委员
开发农村公益性扶贫岗位

通过合作社、村集体企业吸纳贫困户就业
鼓励各类机构帮助贫困户就业
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技能培训

截至8月10日
陵水今年通过各渠道实现建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共

934户1292人

陵水多举措推进就业扶贫

工
作
亮
点

■■■■■ ■■■■■ ■■■■■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林容宇 美编：王凤龙A06

美丽陵水·关注

陵水观察

“卓跃良家有10只鸡”“郑少燕家有300斤
香粉蕉”……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电
子商务精准扶贫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本号电商
扶贫中心）产业信息登记员王海走访该镇多个
村子，仔细把农户种植的农产品种类、规模、产
量、上市时间等信息登记入册，为“触网”销售
做准备。

作为陵水扶贫工作重点乡镇，本号镇去年8
月引进第三方公司打造并运营全县第一家镇级电
商扶贫中心，把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作为精准扶贫
和促农增收的重要抓手，提供农产品销售、品牌打
造、人才孵化等服务。

如何让深山里的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是
本号电商扶贫中心的核心任务。运营的一年
时间里，本号电商扶贫中心通过参加各类展销
活动、网络直播销售、专项电商扶贫行动等帮
助农户、贫困户销售农产品，取得了不错的销
售成绩。

据了解，一年来，本号电商扶贫中心线上线
下销售额达 1000 多万元，销售了近百种农产
品。“能够取得这样的销售成绩我们很开心，但同
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本号电商扶贫中心执行
总监刘洋说，今年4月，他们在整理台账的时候
发现，之前销售的农产品过于零散，耗费了不少
的人力物力。

“4月前，我们今天帮这位农户卖几只鸡，明
天帮那位贫困户卖几十斤香粉蕉……这样零散的
销售模式繁杂，难成气候。”刘洋说，想要取得更高
的销售成绩，必须改变零散的销售方式，朝规模
化、精准化、专业化方向努力。

针对上述问题，本号电商扶贫中心进行农产
品信息收集，由该中心产业信息员带队，与多名公
益性岗位电商帮手一起走村串户，收集农户、贫困
户家种植、养殖农产品信息，汇编成册。“通过收集
而来的信息有针对性地收购农产品，以周为单位，
一周专心卖一种农产品，着重在宣传、包装、推销
上下功夫。”刘洋说，这样一来，节省了不少人力，
营销效果也好。

“我们进村收集农产品信息前，要先经过专业
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与农户沟通、如何采集、如何
登记等，提高了采集效率。”王海说。

7月底，本号镇首个电商扶贫服务站在乐利
村建成，由本号电商扶贫中心负责日常运营。“中
心有订单需求就会告知我，由我负责去找农户了
解是否有相对应的农产品存货，与他们谈妥价钱
后收购。”乐利村电商扶贫服务站负责人王亚明
说，运营近1个月来，已成功帮部分农户卖了农
产品。

“我们还开展‘行业协同’扶贫行动，即充分
利用社会各界力量协同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通过
采购农产品、提供就业创业机会等形式，带动贫
困户脱贫、农民增收。”刘洋介绍，目前本号电商
扶贫中心已与6家单位合作，包括景区、医院、地
产企业等。

除了线上线下销售农产品外，本号电商扶
贫中心还积极孵化农村电商人才、营造地域电
商发展氛围等。不过，刘洋也表示，农产品产销
想要对接更精准，本号电商扶贫中心仍需在标
准化生产、品牌标识、包装、物流、可追溯体系等
环节发力。

（本报椰林8月23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黄艳艳

“面皮材料配比是生粉3两、淀
粉7两、盐3克、糖5克……”22日上
午，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乐利村
委会办公楼前的小广场上，乐利村几
十名妇女围着面点师傅学习制作水
晶蒸饺。这是陵水就业局举办中式
面点培训班的一幕。

今年5月，陵水就业局开始举办中
式面点培训班，目的是让农村富余劳动
力、贫困家庭劳动力掌握一技之长，扩
宽就业创业渠道。目前，中式面点培训
班已经举办了10期，共培训了931人。

“村干部很早就组织我们报名参
加面点培训班，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
技能，就想来学学。”学员林小妹说。
说话间，海南日报记者见她熟练地擀
皮、放馅、按捏，不一会，一个饺子就
成型了。

采访当天，除了水晶蒸饺，学员们
还学习如何制作麻球。“入锅时，要记得
把火调小，避免油温过热，麻球烧焦，炸
的过程中，要不停地轻轻翻动，让麻球
炸得均匀。”学员张亚菊正在面点师傅
的指点下炸麻球，动作有模有样。

“主要是学习制作中式面点，一
天学习一到两种，一期培训班学员们
大约能学会十余种中式面点的制
作。”培训班负责人王森介绍，课程结
束后，学员们还将通过考试获得中式
面点师职业资格证书。

“家门口就有这样的面点培训班
真是太好了，很实用。老师讲解得很
到位，我们学起来不难。”张亚菊说，
掌握了中式面点制作技艺，既能去酒
店餐饮部应聘，也可以自己开个早餐
店卖面点。

妇女们忙着学习制作中式糕点
时，村里的男人们也没有闲着，他们
正参加挖掘机培训班。在离中式面

点培训班不远处的一块田地里，几十
名男学员正进行挖掘机实操培训。

“先是上理论课程，老师给我们讲操
作原理，了解原理后，让我们动手操
作，两天时间，我已经基本会操作挖
掘机了。”学员杨亚华说。

包括面点培训、挖掘机培训在
内，陵水从多个方面强化贫困劳动力
就业创业培训。数据显示，今年1月
至8月，陵水特色就业技能培训班开
班33班次，共培训了3125人。

此外，今年5月以来，陵水就业
局在文罗镇、隆广镇、提蒙乡3个乡
镇开展就业扶贫宣讲活动3场，现场
邀请致富带头人、就业脱贫典型人物
分享创业致富和就业脱贫故事，引导
贫困劳动力转变就业观念。同时筛
选一批适合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工作
岗位和培训工种，现场指导他们填写
就业岗位和培训工种意向。

（本报椰林8月23日电）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 胡阳 陈思国

面点制作、家政服务、机械操作
……一项项技术培训免费提供；保洁
员、电工、收银员……一个个招聘岗
位量身定制。近年来，陵水黎族自治
县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贫困家
庭适龄劳动力转移就业，将培训和岗
位带进农村，让就业成为贫困户脱
贫、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陵水
今年通过各渠道实现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就业共934户1292人，其中
实现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家庭有一人以上稳定就业（连续就
业半年以上）共491户554人，占比
达43%。

积极搭建就业平台

“想不到招聘会办到我们村了，
有雅居乐物业、分界洲岛景区等大
企业来招聘，工种也很多，还对我们
适当放宽了应聘条件。”本号镇乐利
村一位村民兴奋地说。日前，陵水
就业局在乐利村举办就业扶贫专场
招聘会，吸引了乐利村及周边村庄
约150名村民参加，现场达成就业
意向21人。

今年 5月，陵水就业局对全县
102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家庭劳动

力进行拉网式排查，了解贫困家庭适
龄劳动力情况，确保有就业意愿和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家庭有一人以上稳
定就业。“我们根据排查情况和实际
需求，组织企业进村招聘，并适当放
宽应聘条件，让贫困户、村民能够实
现就业，增加收入。”陵水就业局副局
长陈克平介绍。

从县级招聘会，到镇级招聘会，
再到村级招聘会，陵水不断搭建就业
平台，打破就业信息壁垒。“每个月的
10日，我们汇总当月就业岗位信息，
并通过各种渠道让村民知晓。可以
说，如今村民想出去就业却找不到就
业信息的情况是基本不存在的。”陈
克平说。

周良是陵水就业局的一名就业
调查员，他主要负责收集村民就业需
求、带领村民参加招聘会、组织村民
进行就业培训等。在陵水，像周良这
样的就业调查员一共有19名，覆盖
11个乡镇。

除了就业调查员，去年陵水在
隆广镇试点设立村级就业委员，专
门帮助村民实现就业，如今本号镇
等一些乡镇也开始设立。“设立就业
委员，可以说让就业信息实现了上
传下达。县里把信息传递给我，我
把信息传递给就业委员，就业委员
负责传递给村民，上下一条线，提高
了就业帮扶工作效率和精准度。”周
良说。

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就业信息的及时传达，并不意味
着贫困户就能够实现就业。“在实际
的就业帮扶工作中，我们发现有不少
贫困户不愿意外出务工，即使工资待
遇不错。”陈克平说，出现这一现象主
要是家庭原因，例如家里有老人、小
孩需要照顾。

为解决这一问题，陵水积极开发
农村公益性扶贫岗位，让贫困户在家
门口就能够就业。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等需要，陵水公益性岗位设有保洁
员、护林员、治安巡查员等职位。“开
发农村公益性扶贫岗位，目的是照顾
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自主就业困
难的贫困劳动力。”陈克平说。

隆广镇石关村脱贫巩固户闵开
清由于腿脚不便，不便外出打工。去
年，石关村委会干部为他申请到“双
创”协管员一职，一个月能有1000元
工资收入。“每天打扫两趟，并巡查村
里环境卫生，不算忙，其余时间可以
干些农活。每个月都有固定工资收
入，不像以前单单靠着务农维持生
计，心里踏实不少。”闵开清说。

据了解，结合贫困家庭劳动力摸
底排查情况，陵水各乡镇对有就业意
愿的零就业贫困家庭劳动力开发公
益性扶贫岗位兜底安置就业，截至目
前已安置就业173户共计173人，完

成工作进度的95%。
通过合作社、村集体企业吸纳贫

困户就业也是陵水推进就业扶贫的
方式之一。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
陵水，基本每个合作社或者村集体企
业发展集体产业，都优先考虑吸纳贫
困户务工。“只要贫困户有就业意愿，
我们就会尽最大努力满足他的要求，
为他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陈克平
说。

此外，陵水去年出台了就业扶贫
十二条举措，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明
确一系列补贴政策，鼓励各类机构帮
助贫困户就业。今年6月，陵水引导
24家驻陵水的企业与25个行政村建
立长期帮扶关系，通过就业扶贫、产
业扶贫等方式开展“一企帮一村”结
对帮扶活动。

提高村民就业技能

8月8日，历时9天的本号镇贫
困劳动力就业创业培训班结束。在
这期间，232名贫困户学员学习到了
基本职业礼仪、职业道德、家庭农业
生产经营管理等知识技能。

以培训促就业，以就业助脱贫。
近年来，陵水结合企业用工需求和群
众实际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技
能培训，提高劳动力就业技能。“我们
联合乡镇政府派干部进村入户组织
发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家

庭劳动力参加职业培训，并委托培训
机构在乡镇政府或者村委会就地就
近，分批分期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班。”
陈克平说。

以今年为例，陵水开展了中式面
点培训班、挖掘机培训班等就业技能
培训班。据统计，从今年1月至今，陵
水开展职业职能培训班33班次，培训
人员3125人，其中中式面点培训班
10班次，培训人员931人；挖掘机培
训班20班次，培训人员2005人。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中式面点培训班、挖掘机培训班很受
村民欢迎，每班人数近百人。“每堂课
基本全员到齐，大家积极性很高，也
很遵守课堂纪律，我们教起来也很轻
松。”培训机构一名老师说。

“我们学的是生活技能，很实用，
也愿意学。”本号镇乐利村村民张亚菊
近日与村里88名姐妹一起参加了中式
面点培训班，在13天的培训中，她学会
制作馒头、饺子、麻球等中式面点。

如何把就业培训搞好？最重要的
是培训课程的设置。“在培训课程设置
上，我们坚持办特色、精品课程，希望
大家学有所用。”陈克平说，为此，陵水
就业局积极协助各乡镇开展摸底排查
工作，建立健全贫困家庭劳动力信息
台账，记录贫困户个人就业意愿、就业
技能和培训需求等信息，便于日后精
准帮扶。

（本报椰林8月23日电）

陵水精准推送就业信息、开发公益性岗位、组织专项培训、推进就业扶贫

岗位培训带进村 村民就业有门路

学做水晶蒸饺、学炸麻球、学开挖掘机……

贫困户有了“傍身之技”

本号电商扶贫中心改变零散销售方
式，有针对性地收购农产品

让电商扶贫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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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电子商务精准扶
贫服务中心提供电商运营、品牌打造、人才孵
化等电子商务服务。

8月22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乐利村，中式面点培训班老师教学
员做面点。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阳 摄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走所村美如画，图为村民在树下乘凉。走所村原是个普通村庄，近一年来，结合脱贫攻坚工作，政府在这里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升级改造民居、村道，建起村民活动广场、芒果地景观带等，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产业上，走所村积极发展芒果种植
业，建起农家乐，并成为陵水首届芒果采摘季活动分会场，有效促进农旅融合发展。如今，村民不仅收入提高了，精神面貌也有所改观，村中处
处可闻欢声笑语。 文/本报记者 苏庆明 图/本报记者 武威

美丽乡村建设
让村容村貌大变样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苏庆明
通讯员 黄艳艳

上图为村级助理员在本号镇电子商务精
准扶贫服务中心进行培训学习。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