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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扶贫
基地挂牌

本报八所12月 25日电 （记
者张文君）海南日报记者12月25
日从东方市就业服务中心获悉，东
方今年在东方市鸿盛残疾人服务
有限公司挂牌残疾人就业扶贫基
地，帮助贫困残疾人通过就业增加
收入，实现自我价值。

东方市鸿盛残疾人服务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7年，工作人员均
是残疾人，主要提供缝纫服务、刺
绣手工艺品制作等，现有60多台
全自动缝纫机，目前，共有150名
残疾人务工，其中，有50名贫困残
疾人。

“由于身体上的缺陷，不容易
找到工作，也不想给家里增加负
担。来到车间工作，不仅能学到缝
纫的技能，还能获得一些劳动报
酬，非常不错。”来自东方市天安乡
赤好村29岁的贫困村民吉麦花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她出生时左腿的
大腿以下部位就有肿胀，碍于家庭
经济困难，她一直没有去正规医院
做过检查。近年来，她的左腿问题
严重，基本不能行走。2018年，她
去医院检查后，做了截肢手术，截
去了左腿以下部位，现在，她需要
依靠拐杖才能行走。她说，“家里
的弟弟还在上学，父母靠着打临时
工生活，经济收入不高。经村里干
部的介绍，我来到这里工作，这样
可以大大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我们公司会联合东方市残疾
人联合会在残疾人上岗前，给他们
提供专门免费技能培训。来残疾
人就业扶贫基地工作，我们还会提
供吃住，让他们有家的感觉。”该公
司负责人黄斌表示。同时，他透
露，目前，基地面临着的问题是缺
少订单，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

建设扶贫基地
提供就近就业平台

12月21日，在位于东方市大田镇的
容益（海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容益农业公司）就业扶贫车间里，44岁的
月大村贫困村民陆玉美正用美工刀清理
刚刚培养出来的绣球菌，再进行包装。“以
前打零工，收入不稳定，现在这里工作，离
家近，工作强度也不大，每月有将近4000
元的工资，我真的非常满意。”陆玉美说。

陆玉美家有4口人，家里的开支靠她
和丈夫打零工维持，主要是帮村里及附近
村庄的种植大户种辣椒、摘芒果等，工作
不稳定，收入不高，还比较辛苦。今年6
月，经过村委会推荐，陆玉美进入容益农
业公司上班。

2019年，东方市就业服务中心将容
益农业公司列为就业扶贫车间，主要吸纳
月大村及附近村庄的贫困户就业。如今，
像陆玉美一样在车间实现稳定就业的贫
困村民有30多人。

容益农业公司菌菇部经理郑永彬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该公司的绣球菌厂区占
地约130亩，有打包间、接菌间、出菇间等
208 个车间，2018 年底，开始生产绣球
菌。目前，年生产绣球菌规模为1000万
个菌包，年产值约6000万元。

“挂牌就业扶贫车间后，公司结合实
际用工需求，优先吸纳贫困户就业。”郑永
彬说。

今年以来，东方市为全面实现“一人
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积极创新方式
和载体，实行“多点开花”，全方位推进

“就业扶贫车间”建设，努力把就业信息
和就业岗位送到贫困劳动者身边，提升
贫困劳动者生活质量，进一步巩固就业
脱贫成果。

据介绍，今年东方市在天安乡、大田
镇等7个乡镇分别建立10个就业扶贫车
间，加上去年建立的3个扶贫车间，目前，
东方市一共有 13 个就业扶贫车间（基
地），就近安排贫困户294人就业，实现了
贫困劳动力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开展技能培训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12月21日中午，太阳依然还有些毒
辣，在东方市八所镇小岭村附近高坡岭水
库的边上，张广胜穿着长衣长裤，包住头
脸在蚂蚱养殖棚里，给蚂蚱投喂专门的食
用草，妻子张够兰在一旁帮忙递送草料。

“养殖蚂蚱不算复杂，每天投喂 2次就
行，”张够兰说，忙的时候，她也要钻进大
棚里帮忙给蚂蚱喂食。

张够兰一家是小岭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之前承包土地种植玉米，连续几年都
亏本，还欠下不少钱，”张广胜说，去年他
偶然在农贸市场上看到有人在卖蚂蚱，他
和妻子就有了养殖蚂蚱的想法，2018年2
月，夫妻两人在高坡岭水库租了20亩地，
建了10个养殖大棚，余下的地用于种专
门喂养蚂蚱的食用草。

刚开始时，两人不懂养殖技术，遇到
蚂蚱死亡时，不知该么办，甚至有了放弃的
念头。“后来市里组织就业创业技能培训
班，我们去参加了，学习了一些养殖技术，
平时还到附近的蚂蚱养殖户去悉心求教，
现在，基本没有出现蚂蚱死亡的情况。”张

够兰说，蚂蚱的收购价为25元/斤至30元/
斤，1年多来，一共赚了3万多元。

今年12月，张够兰被评为东方市贫
困劳动力“创业致富之星”。

跟张够兰一样被评为“创业致富之星”
的还有四更镇四中村贫困户张新伟。去
年，他通过参加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班，开了
一家名为“茗嘉阁茶艺吧”，经过一年多的
苦心经营，不但赚回了近10万元的投资，
而且还把治病所借的几万元还清了。

2017年，29岁的张新伟被诊断出患
有重病，因病致贫，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手术后，他不能干重活。以前读大学
时曾在奶茶店打过工的张新伟看到四更
镇上只有一间奶茶店，他决定开一间奶茶
店。他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帮扶责
任人还帮他争取到了小额贷款2万元，作
为启动资金。同时，安排他参加市里在四
更镇举办的技能创业培训班，进一步激发
了他通过创业改变命运的动力。“困难并
不可怕，我相信只要经过努力，未来的日
子一定越来越好。”张新伟说。

今年，东方市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
展培训工作。依据各乡镇实际，分门别类
举办职业技能培训，共举办海南点心制
作、黎锦制作、家政服务、电工、创业各类

培训73期，截至12月20日，完成职业技
能培训贫困劳动力6856人。

此外，为鼓励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东方市发放贫困劳动力家庭外出务工奖
励交通费及培训交通伙食补贴。截至今
年12月20日，共发放外出务工奖励补贴
1744人，发放补贴415.39万元，培训交通
伙食补贴6856人，发放补贴419.99万元。

开发公益岗位
解决贫困家庭零就业问题

为解决建档立卡零就业贫困家庭劳
动力就业问题，东方市结合各乡镇各村委
会的岗位需求，积极开发就业扶贫公益岗
位，其中，解决了4户零就业家庭劳动力
就业问题。

“我是今年9月上岗的，在村里当一
名卫生协管员，主要负责村里的卫生监
督和协助保洁员进行卫生清扫，每个月
工资1000元。”三家镇旺老村贫困户符
寸志说，他至今没有结婚，一个人生活，
此前，靠着微薄的低保金和打零工生
活。2018年，他在帮承包地老板看管蔬
菜园时，被一件重物砸伤了脚，无法正常
行走，且再也干不了重活。今年，村里的
干部了解他的情况后，就为他申请了一
个公益性岗位。

新龙镇那斗村贫困户吴井兴和母亲
符亚软相依为命，为了照顾90岁高龄的
母亲，他只能在村里及附近村庄，帮别人
干点农活，收入不稳定。祸不单行，2018
年初，在对自家危房改造时，他不慎从脚
手架上摔下来，腿脚被摔伤，干不了重
活。今年9月，他获得了一个社会治安协
管的公益岗位。

据介绍，今年，东方市共开发就业扶
贫岗位100个，涉及护路、保洁、村务协
理、社会治安协管等10多个不同类型的
公益岗位。经乡镇推荐、资格审查，符合
录用的100名扶贫特设公益岗人员已于9
月8日全部上岗工作。目前，全市扶贫特
设公益岗位在岗人员有563人，截至今年
12 月，共发放公益岗位工资专项资金
595.3万元。 （本报八所12月25日电）

建扶贫车间、开展技能培训,东方今年实现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1125人

家门口把班上 学技术把钱赚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张文君

“学到种植
技术后，今年 8
月，我到北纬十
八度果业的火龙
果基地打工，每
月有 3500 元工
资，生活越来越
好了。”12 月 22
日，东方市大田
镇居便村 42 岁
的贫困村民符平
说，他参加了东
方市就业服务中
心举办的技能培
训班，顺利找到
了工作。

就业是贫困
劳动力实现脱贫
的重要途径。今
年以来，东方市
多措并举实行就
业扶贫，提升贫
困劳动力就业创
业能力，促进就
业增加贫困家庭
劳务性收入，加
快贫困劳动力脱
贫步伐，取得了
明显成效。截至
12月20日，实现
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1125人。

我省“一市（县）两
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工程于2016年 1
月启动，截至 2019 年
11月底，已引进或正在
洽谈的合作办学项目
达 77个，覆盖到全省
20个市县（区），其中
34所学校及幼儿园已
经开学。

除此之外，省教育
厅还将橄榄枝抛向了
一批国际知名学校，得
到了热切响应——哈
罗公学落户海口江东
新区，2020 年即将开
学；德威公学签约落户
海口，威雅公学签约落
户三亚，剑桥幼儿园签
约落户陵水……

这些学校、幼儿园
落地海南，将为抬高海
南基础教育底部，全面
提升海南基础教育水
平，打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作出积极
贡献。

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

北京大学附中海口学校

华中师大海南附中

北京大学附小海口学校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

北京华嘉国际幼儿园

西南大学三亚中学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15年一贯）

三亚创意梦嘟嘟幼儿园

南开大学附中儋州市第一中学
清华大学附中文昌学校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海南校区
金色年华幼儿园

北师大万宁附中

五指山市杜郎口实验学校

西南大学东方实验中学

湖南师大附属定安中学

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实验中学

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屯昌实验小学

常州市武进区机关幼儿园教育集团屯昌实验幼儿园

华东师范大学澄迈实验中学

北京力迈中美国际学校澄迈分校

微城未来教育学校

海南红黄蓝国际幼儿园

北京中科院幼儿园

华东师大二附中乐东黄流中学

西南大学临高实验中学

中央民大附中陵水分校

中央民大附中陵水黎安实验小学

首都师范大学海南保亭实验中学

华中师大琼中附属中学

华中师大琼中附属中学思源实验学校

洋浦第二幼儿园（由珠海大地幼教集团管理）

文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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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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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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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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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教育植入“优质基因”

图视

海口

琼海

万宁

陵水
保亭

三亚

五指山

乐东

琼中

定安

屯昌

澄迈
临高

动态

近日，在容益（海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业扶贫车间，村民正在清理刚刚培养出
来的绣球菌。 本报记者 张文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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