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工资性收入占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的近七成。 面对当

前务工就业的新挑战，要迎难而上，千方百计稳住脱
贫人口就业饭碗，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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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甘肃省镇原县三岔镇石
咀村的脱贫户柳亘， 对现在的工
作很是满意：“通过‘点对点’‘一
站式’劳务输出服务，我在天津一
家电动车企业找到工作， 有了稳
定的收入。 ” 依托东西部协作机
制，天津市打出政策、资金、服务、
培训组合拳， 促进中西部地区脱
贫劳动力在津门稳定就业。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2021
年全国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
12550 元中， 工资性收入占比近
七成。 可以说，稳住了岗位，实现
了就业，防止返贫致贫就有了坚
实支撑。

千方百计稳岗就业， 截至 5
月底，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

3133 万人， 提前实现 3000 万人
以上的年度目标。 同时我们也应
看到， 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
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也面临一些
困难和挑战。 因此，要把脱贫人
口稳岗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切实抓紧抓好。

加强动态监测、 摸清底数是
稳就业重要前提。 要及时将出现
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识别为监测
对象，“一户一策”及时帮扶到位。
同时，将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监
测对象纳入低保、 特困救助和临
时救助范围，兜牢民生底线。要全
面摸清脱贫劳动力就业底数、变
化情况，严防“数字就业”。

稳市场主体是稳就业的关

键。 各地要结合实际、创新方式，
尽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要落实
落细留抵退税、降低涉企收费等
一系列帮扶政策，用好用足一次
性奖补、税费减免等一系列支持
企业稳岗举措，统筹用好各类资
金，加大用于脱贫劳动力、监测
对象交通补贴、技能培训等方面
的资金支持力度。 对目前经营正
常、脱贫劳动力工资收入有保障
的企业，也要加大支持力度。

稳住现有岗位。 要大力支
持、积极推动企业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条件下复工达产，稳定岗位
供给，提升吸纳能力。 中西部地

区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协助东
部地区做好稳岗工作，东部地区
千方百计帮助脱贫劳动力稳在
当地、稳在企业、稳在岗位。

做好转岗服务。 对因疫停
工、暂时离岗和返乡回流的脱贫
劳动力， 输出地要逐一摸排，掌
握务工需求， 解决实际困难；输
入地要与输出地深化劳务合作，
精准对接需求， 提供岗位选择，
做好转岗服务。 输出地和输入地
联手，通过转岗衔接、公益性岗
位安置、加大对自主创业和发展
产业的支持等手段，尽最大努力
帮助他们再就业。

拓展岗位供给。在重大工程、
以工代赈等项目建设中， 要积极
吸纳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就业。统
筹用好公共设施维护、 村级公共
服务、 疫情防控等领域的公益性
岗位， 积极帮助就业帮扶车间解
决困难，确保公益性岗位、就业帮
扶车间吸纳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
就业规模较上年只增不减。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面对稳岗
就业面临的新挑战，我们要大力弘
扬脱贫攻坚精神，迎难而上，团结
奋斗，千方百计稳住脱贫人口就业
饭碗，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的底线。 （据《人民日报》）

云南省人社厅等 3 部门日
前印发通知，多举措鼓励支持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乡村振兴，
符合相关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
享受基层就业奖补、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奖补、一次性创业补贴等
多项支持。

云南省人社厅介绍，通知明
确，对毕业 3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在云南省辖区内乡（镇）、村企业
就业的， 给予个人 5000 元的一
次性基层就业奖补；对吸纳毕业
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县（市、
区）以下中小微企业，按照每人
5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

通知提出，对毕业 3 年内的
高校毕业生、留学回国学生在云
南省辖区内乡（镇）、村创业的，
可按规定申请不超过 20 万元的
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各级财政按
规定给予贴息奖补支持。 对毕业

3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在云南省辖
区内乡（镇）、村创业且稳定经营
6 个月以上的， 可按规定给予不
超过 3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为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
通知明确，云南各县（市、区）在城
镇公益性岗位中，可专项设置一批
促进乡村振兴岗位，除按规定给予
公益性岗位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
外，财力允许的地方可结合当地实
际给予一定金额的促进乡村振兴
补贴，重点安置一批符合条件的高
校毕业生上岗就业。

此外，通知提出，对毕业 3 年
内有意愿到云南省辖区内乡
（镇）、村就业创业的高校毕业生，
职业培训（创业培训）补贴标准在
现有基础上上浮 20%。 对毕业 3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在云南省辖区
内乡（镇）、村就业创业，优先安排
参加专项人才提升培训。

（据新华社）

让脱贫人口端稳就业饭碗

云南出台措施
支持高校毕业生服务乡村振兴

河南漯河：确保脱贫人口“应就业尽就业”
走进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

北舞渡镇贾湖田园综合体产业
园蔬菜温室大棚内， 鹿店村脱
贫户华良杰正在熟练地采摘蔬
菜。“今年疫情比往年持续时间
更长，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但现
在在家门口也能干上活， 一天
能挣个几十块钱， 足够我的日
常家用了。 ”华良杰告诉记者，
鹿店村的就业帮扶协理员了解
到他因疫情无法外出打工、没
有收入可能会出现返贫的情况
后，经过上报协调，将他安排在
了贾湖田园综合体产业园做
工，月收入能达到 2000 元。

贾湖田园综合体产业园相
关负责人介绍， 产业园是河南
省级现代农业科普园， 已建成
2000 亩旅游观光设施农业基
地、1 万亩酿酒原料带贫基地，
通过产业带贫、农户代种代管、
劳动力园区就业、 土地流转等
带动 56 名群众就近就业，其中
脱贫人口 32 人。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漯
河市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
千方百计拓宽老百姓就业渠
道， 特别是鼓励支持返乡创业
人员发展特色产业，效果明显。

“虽然俺年龄大了，但现在

既能照顾家人，还能当上班族，
感觉生活也有尊严了！ ”说起如
今的生活， 漯河市裴城镇斗杨
村 73 岁村民陈振铭十分喜悦。
像他一样，周边有 10 多名脱贫
群众都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帮
助他们实现家门口挣工资目标
的，是放弃城里 20 万元年薪返
乡创业的斗杨村村民郭子漫。

2017年 9月，在漯河市政府
引导下， 郭子漫将在城里学到的
技术、接到的订单带回到斗杨村，
成立了漯河市兴农机械部件有限
公司，结合扶贫政策，将公司打造
成机械部件加工帮扶车间， 先后
吸纳当地 2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
并且结合村民实际，提供常班、短
班、 季节工和零工等岗位供他们
自主选择， 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可
达到 2400元左右。

“返乡创业，离不开政府的
政策扶持。 回来创业既能降低
生产成本， 同时又能增加村民
收入，看着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我也有成就感。 ”郭子漫说。

据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
来，漯河市通过出台《关于助力
乡村人才振兴返乡下乡创业促
进专班工作方案》、举办乡村振

兴创业大赛和脱贫致富创业之
星评选、建立“项目培优”和“创
业政策”数据库、开展返乡创业
示范引领专项活动， 重点打造
培育出一批返乡创业市场主
体。 截至目前，漯河市返乡创业
市场主体达 8 万余个， 带动 23
万余人就业， 其中吸纳脱贫劳
动力就业 6600 余人。

漯河市乡村振兴局局长郭
东升告诉记者：“为更好地提高
返乡创业群体带动脱贫群众稳
定增收，我们还实施了职业技能
培训促就业行动，不断提高技能
培训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依托
市县乡村四级就业网络服务体
系，建立‘务工需求清单’和‘岗
位需求清单’， 搭建精准供需对
接平台，结合务工需求和岗位需
求导向，扩大培训覆盖面，促进
更多脱贫劳动力精准实现技能
就业、技能增收。 ”

截至 6 月底， 漯河市共培
训 6.88 万人，其中，新增农村劳
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1.72 万人，
全市 24388 名脱贫劳动力通过
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确保有劳
动能力、 有就业意愿的脱贫人
口“应就业尽就业”。

（据《农民日报》）
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参加当地组织的就业服务活动 （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摄）

5 月 11 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人们在加工草莓（新华社
记者 薛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