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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有门路 工资有保障
——河北内丘打通服务农民工“最后一公里”

关注返乡就业创业

孙玉晖 程建海

吴国明 沈启照

贵州贵州

岑巩岑巩 就业工厂开到家门口

四川泸州

返乡养羊 80后小伙一年赚 40万
周超文 曾运吉

“这家企业离俺家近，上下班
挺方便！”前不久，家住河北省内
丘县城园丁花园小区的返乡农民工
赵亚男辞去了北京的高薪工作，在
内丘家乐园大卖场找到一份满意的
工作。

在内丘县，有 1800余人和赵亚
男一样的农民工，疫情期间并没有
选择外出打工，而是留在本地务
工。

近年来，内丘县把推进返乡农
民工就业创业放在突出位置，以搭
建平台排忧愁、资金扶持解难题、

“双金”并轨防拖欠等多举措为抓
手，全力为农民工保驾护航，通过
真心帮扶、真情相助，打通了服务
农民工“最后一公里”。

搭建平台排忧愁

“本以为疫情期间会宅在家里
失业，没想到县人社局组织线上春
风行动招聘大集，搭建了就业平
台，我有幸被本县工业园区一家企
业录用，下周就可上岗，每月工资
2000 多元。” 8 月 11 日，内丘县柳
林镇樊交台村返乡农民工樊金刚满
心 欢 喜 地 说 道 ，“ 我 只 有 小 学 文
化，也没有一技之长，原来一直在
外地一家工地打工。为了方便照顾

家人，我辞去了那份工作，希望在
家乡找份有‘五险一金’的工作，
原本担心疫情期间不好找工作，没
想到登入中国职业培训在线平台，
参加了焊工线上免费技能培训，并
通过了技能鉴定考试，取得了焊工
初级职业资格证书，还真被派上用
场。”

今年以来，内丘县人社局积极
打造“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
不停歇”的网络招聘会，提供 38家
县内企业、20余个工种、1200余个
岗位，通过“内丘县就业服务平
台”“河北公共服务招聘网”等平
台发布招聘用工信息，目前已实现
就业 300余人。

在疫情防控期间，内丘县人社
局还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 《致广
大农民工兄弟有序返岗复工的倡议
书》，积极为企业和农民工在特殊
时期“牵线搭桥”。今年 3月，内丘
县加强省际间“点对点”服务协
作，及时开通了农民工返岗复工

“直通车”，按照“一车一方案”的
原则，先后 3次订制 25辆“复工返
岗保障车”输送 545 名农民工返岗
复工就业。

“真的太感谢了，我憋在家里
一直为不能外出打工发愁呢？多亏
人社部门提供这么细致、高效、贴
心的服务！”享受返岗复工“直通
车”服务的农民工陈孟魁感慨说。

资金扶持解难题

“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来说，
资金短缺往往是头号难题，但人社
部门办理创业担保贷款是高效率
的。”内丘县返乡创业农民工薛见
伏说。

在创业之初，他就遇到了资金
难题。可喜的是，他申请 15万元担
保贷款，在县城开办了一家黑龙江
绿色食品门店，成功实现自主创
业，还带动 8名人员实现就业。

据悉，内丘县全面落实创业项
目补贴、场地租金补贴、孵化基地
补贴和担保贷款贴息等帮扶政策，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尤其是在创业担保贷款工作
上，简化了发放程序，凡贷款申请
人填写申请表并附相关材料，提交
工商和人社部门审核后，及时推荐
到邮政储蓄银行再次复审，对符合
条件的及时发放贷款。”内丘县人
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符合政
策规定条件的创业农民工个人贷款
及时给予全额贴息，今年以来，已
发 放 小 额 担 保 贷 款 46 笔 、 345 万
元，直接帮助 200 余名农民工成功
创业，带动上千人就业，起到创业
示范带动效应。

除此之外，内丘县人社部门还
特别邀请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

工，优先入驻“内丘县双桥创业就
业孵化基地”，不仅可享受房租补
贴、减免水电费的 3 年优惠政策，
享受小额担保贷款免息和税收优惠
政策等，还可免费使用基地完善的
硬件设施。目前，该孵化基地已入
驻 69户返乡创业农民工。

“双金”并轨防拖欠

“我来这里干了五六个月，每
到月底，工资都能按时打到工资卡
上。在这里打工，干活特别踏实，
没有后顾之忧，不用考虑讨薪难的
问题。” 8 月 12 日，内丘县人社局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一家
建筑施工工地走访时，一名正在作
业的农民工杜国申道出了亲身感
受。

入夏以来，烈日炎炎，不断出
现高温酷热天气，该县劳动监察大
队大队长高文革带领队员，深入全
县各建筑工地，开展夏季防暑降
温、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及高温津
贴发放等专项执法行动。

在该县天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一家施工工地走访时，劳动
监察队员特别了解了“双金”并轨
制度的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落实农民工预储金
和劳务实名制制度，在银行开设农
民工工资专户，按每名农民工当月

所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核实计价公示
三天后，由本人签字，经监管部门
同意，将农民工当月工资，通过银
行 直 接 拨 付 到 个 人 银 行 卡 账 户
中。”负责该项目的经理周宇介绍
说。

为 确 保 农 民 工 按 月 领 取 工
资，该县实施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和 农 民 工 工 资 预 储 金 的 “ 双 金 ”
并轨制度，要求施工单位在办理施
工许可之前，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
分别按照工程合同总价款的 3%预
存农民工工资预储金，政府按照民
生兜底政策设立 500 万元专户“农
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专项用于
垫付、支付困难企业被拖欠农民
工工资。

此外，内丘县还建立了部门联
动处理突发事件机制和失信惩戒
制，对缺乏诚信的企业或分包人进
行公开曝光，并在行政审批、融资
信贷、纸质认定等方面给予限制。

“人社部门作为维权的行政主
体，还特意开通投诉维权绿色通
道，及时受理和限时办结农民工投
诉案件，倾力营造农民工工资不能
欠、不敢欠的社会氛围，切实维护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高文革最后
说。截至目前，内丘县共有 12个建
筑项目预存农民工工资预储金，累
计缴存 1446万元，通过银行账户直
接向农民工发放工资 4063万元。

这些年，随着外出务工的兴
起，在很多乡村，几乎见不到几个
年轻人在家务农。然而，在四川泸
州皂角村，该村 32 岁农民工陈洪
阳 6年前返回家乡后，就加入黑山
羊养殖行业。陈洪阳说：“我这些
年坚守乡村养羊，是因为在家养羊
比外出打工划算多了。

辞主管 开启“羊倌”生涯

2014 年秋，在一家企业担任
车间主管的陈洪阳看到黑山羊养殖
市场的美好前景后，毅然放弃了这
份年收入 15 万元的工作，回到水
草丰富的老家——纳溪区丰乐镇皂
角村，投资 30 多万元流转了一片
面积超过 30 亩的山头，引进 80 头
泸州本地黑山羊种羊，开始了“羊
倌”生涯。为了杜绝外来山羊的疫
病传播，陈洪阳在钻研羊病防治的
同时，坚持对山羊进行自繁散养。

在山羊圈舍建设上，陈洪阳与
众不同，采用“高床”养殖。除安
装自动饮水器外，山羊“卧室”离
地面 2米高，且全用木条铺成网格
状，让山羊粪尿从网格中漏下，方
便清除和集中处理。山羊晚上睡在
干净的“床”上，此举不仅生态环
保，也减少了疾病发生。

陈洪洋还算了一笔账：小山羊
出生到满月断奶可以长到十多斤，
一只售价 500 多元。除去饲养人
工、疫苗、精料等成本 300 余元，
比在外面购买小山羊减少支出 200
元。一年下来，陈洪阳出栏 200余
头小山羊，就可增收 4万余元。

换卖法 原味汤锅增利润

每年进入 8、 9 月后，天气开
始转凉，羊肉市场开始火了起来。
然而，自 2018 年以来，陈洪阳出
栏的 200余头黑山羊就没有选择卖
活羊给羊贩，而是自己宰杀后送到
邻近一个食品厂加工成原味羊肉汤
锅出售，以满足部分市民自己在家
中吃上正宗原味羊肉汤锅的需求。
由于羊肉和肉汤都是真空包装，市
民买回家只需加热就可直接食用，
在市场上极受欢迎。

“要想从黑山羊养殖中所获效
益最大化，就必须得想法子。”陈
洪阳说，2018年 9月，看着自己的
200 来头黑山羊陆续到了出售期，
面对市场上活体山羊行情一只 50
公斤重的最高卖 2000 元，即每公
斤最多卖 40 元，而城里羊肉汤锅
店所卖的羊肉价格依然是 160-180
元/公 斤 时 。 他 突 然 冒 出 一 个 想
法：城里羊肉汤锅这么火，自己为
啥不将养殖的生态黑山羊也熬制成

汤锅出售。
于是，陈洪阳联系了泸州一家

专门从事鲜食食品加工的生产厂
家，将自己屠宰后的黑山羊送到食
品厂原味熬制。陈洪阳除了自己在
微信“朋友圈”销售外，公司也通
过在淘宝网店等进行销售。

为了让羊肉汤锅美味可口，加
工厂家都是将土鲫鱼摊煎成两面金
黄后，再用砂锅与羊骨头、土鸡、
土猪大骨头一起熬汤，时间达到 8
小时后才放入羊肉和羊杂，又炖煮
2小时后才捞起冷却速冻、包装。

陈洪阳介绍，一只 50 公斤重
的活体山羊，屠宰后 （含羊杂） 只
有 30 公斤，熬制过程中还要蒸发
30%多的水份，实际一只 50 公斤
重的活山羊可卖的羊肉羊杂只有
20 公斤，但由于市场上羊肉汤价
格可达 160 元/公斤，一只 50 公斤
重的黑山羊加工熬制成原味羊肉汤
锅可卖上 3200 元，比直接卖活山
羊 多 卖 1200 元 。 除 去 人 工 和 加
工、销售等 400元成本，实际比卖
活体山羊每只至少要多卖 800元。

一年下来，陈洪阳 200余头黑
山羊就卖了 70 多万元，纯利润有
40 多万元，由于深加工羊肉汤比
卖活体山羊多卖 16 万元，加上自
繁自育小山羊增收 4万元，他这一
年当“羊倌”就要比别人多赚 20
万元。

近日，在贵州省岑巩县大榕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双孢菇生产基地，只
见工人们熟练地操控着生产机械，上
料、送料、覆土，一气呵成。

“以前在外面打工，一年才能
回一趟家，现在在家门口的厂里上
班，几分钟就到家了，不仅可以照
顾到家里老人，一个月到手工资有
4000 块 。” 肖 长 江 说 ， 工 厂 包 吃
住，家里消费不高，一个月工资可
以存下 3500元，比往年在外面打工
强多了。

近年来，岑巩县全力推进搬迁
安置和后续扶持各项工作，因地制
宜发展产业，积极增设就业车间，
让农民工端稳饭碗，勤劳致富，创
造美好生活，实现安居乐业，真正
让群众搬迁之后再“扎根”，踏实
过上好日子。

同样，该县客楼镇土黄村农民
工肖长江深深感受到了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带来的实惠。如今，在家门
口上班置业，成了肖长江最大的幸

福。
肖 长 江 口 中 的 工 作 环 境 待 遇

好、家门口的企业，是该县 2018年
引进的一家从事双孢菇生产、种
植、培育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企业，
坐落于大榕就业安置点，总投资 1.2
亿元，建筑面积 80余亩，年产量可
达 1万吨。

“企业一年能提供 300个就业岗
位，一个月支付工人工资需要 120
万元。”贵州贵润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助理郭涵介绍，为了让农
民工稳就业、就好业，该公司还制
定了就业优抚政策，真正让他们

“扎根”下来，安居乐业。
“在用工方面，我们 98%向易

地搬迁户倾斜，2%向大榕村本地农
民工靠拢，优先解决他们的就业问
题，让他们享受到‘两分钟’上下
班的待遇。” 郭涵说，公司为给农
民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并保障员
工福利待遇，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
厂房，并为员工提供三餐服务，确
保员工每个月都能至少拿到 4000元
收入。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出台 《促进家
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作为
国家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
动重点城市，青岛将通过补贴、减费、
降税，“真金白银”加快促进家政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 2022 年，青岛
市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达到 3.5万人。

《实施方案》 涵盖发展重点、支持
政策、保障措施 3个方面。青岛谋划了
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引导产教融合型
家政企业发展、促进家政服务业与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三大重点发展方向。同
时，围绕强化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公共
服务政策、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3个维度，提出了 18项可行性高、操作
性强的政策。 钟红

近日，安徽省滁州市 （定远） 农民
工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江苏省太仓市成功
举行，这是滁州市第一家省外滁州籍农
民工综合服务站 （点）。

依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定远
驻太仓市流动党委，滁州市农民工工作
站的建立，旨在为在太仓的滁州籍农民
工提供政策咨询，收集和发布就业岗位
信息，精准对接就业需求，协助开展技
能提升培训，宣传推介返乡创业政策，
引导有技术、有项目、有能力的滁州籍
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

下一步，滁州市人社局将集约利用
现有资源，引导支持市县政府驻外办事
机构、流动人口服务站、流动党员服务
站、驻外企业商会等不同载体，设立农
民工工作站或站中站，并从就业资金中
列支部分经费保障工作站的正常运行。
各级人社部门将指导站 （点） 不断开拓
服务项目，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综合服
务质量明显提升。

郭传亮 叶传龙

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已有 80
多家家服企业在商务部家政业务平台建
立信用记录，消费者可以查询家政企业
和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真正做到

“权益有保障，信用可查询”。经家政服
务员授权，消费者就可以通过手机 APP
查看家政员的基本信息、身份核查情
况、税务信息、银行个人征信等，信息
记录中还包含公安部门提供的犯罪核查
结果。

近年来，西宁市围绕城乡妇女就业
创业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
家政从业人员素质和服务技能为目标，
积极组织农村妇女开展月嫂、养老护
理、家政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不断满
足群众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求，逐步
形成了“夏都月嫂”巾帼家政品牌。

宁亚琴

近日，福建省顺昌县郑坊工业园区
建设“扶贫车间”，配套成立“儿童之
家”，积极吸纳贫困妇女、留守妇女到
扶贫车间工作。

该“扶贫车间”主要加工靠枕、文
件袋、收纳袋等日用品，工艺简单，工
作时间自由，不受年龄限制，计件支付
报酬。“儿童之家”配套成立后，女工
们时常把家中无人照料的孩子带到“儿
童之家”，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安全开心
地玩乐，等待妈妈收工一起回家。目
前，有 40 多人在“扶贫车间”务工，
每月最高收入能达 3000 多元，真正使
农村妇女实现“门口能就业、在家可挣
钱、老人有赡养、小孩能照料、劳力有
事干、收入稳增加”。 陈洁

山东青岛
出台方案明确家服业发展方向

安徽滁州
首家省外农民工工作站揭牌

西宁
家政企业纳入信用信息平台

福建南平
“儿童之家”让留守妇女安心就业

近年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
上海市闵行区辖区企业因关、停、
并、转、迁导致农民工群体性劳动
争议呈上升趋势，该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联合司法、工会等部门，
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为农
民工群体构筑起一条维权绿色通
道。法律援助机制的有效运行，使
农民工在申请仲裁、调解、裁决以
及法院申请执行的“一条龙”服务
中受益，永友智行电动自行车公司
50名农民工、水为裳公司 21名农民
工、京橙物业公司 21名农民工等集
体争议案件均得以妥善化解。

相较于传统的法律援助服务，
闵行区仲裁院法律援助在劳动争议
发生之初即开始启动，而非仲裁案
件受理后；仲裁申请窗口在遇到需
要法律援助的申请对象时，会由调
解受理庭负责人第一时间将信息反

馈给区法律援助中心和区总工会，
无需农民工再向上述部门申请。

除了常规的法律咨询，一旦启
动法律援助机制，闵行区法律援助
中心快速指派律师到达现场，提供
全程、免费、兜底服务，涵盖仲裁
申请书代写、代为申请仲裁、参加
调解、仲裁庭审甚至执行等环节，
不仅帮助农民工及时维权，也有效
遏制被“黑代理”误导而产生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

近一年来，闵行区已累计法律
援助集体争议 67批次，其中涉及农
民工 1447人次。如上海享骑电动车
服务有限公司涉及的 197 人欠薪案
件，通过法援提前介入机制，在企
业经营陷入困境发生欠薪时，闵行
区仲裁院及时反馈区法律援助中
心，由中心指派专业劳动争议律师
提供“一条龙”法律援助服务，使
案件得以及时妥善处理，全部以调
解结案，切实维护了社会稳定。

屠灵君 朱一瑞

上海上海

闵行闵行 构筑维权绿色通道
农民工变身
乡村汝瓷匠

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
县是我国著名的汝瓷文化
之乡。近年来，宝丰县通
过“走出去、引进来、技
能培训比赛”的方式，培
养大批以传承汝瓷烧造技
艺、弘扬汝瓷文化为己任
的乡村技能人才。目前，
该县拥有汝瓷企业和研究
机构 100 多家，年产销汝
瓷 200 万件，产品涵盖仿
古瓷、艺术瓷、日用瓷、
创意瓷等。图为近日，农
民工在徽汝汝窑厂区车间
修饰汝瓷素胎。

王双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