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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每天送完孩子上学袁就去上班袁每
个月能有 2000 多元的收入袁家里的开销
就够了袁现在的日子比以往好多了遥 冶5
月 25 早上袁打理完家务后准备前往工厂
上班的赖彩英高兴地向记者介绍了她
简单而充实的新生活遥

赖彩英是泽覃乡石水村黎屋小组
村民袁因为缺乏技术袁一直在家务农袁农
闲时就在家无聊地看看电视打发时间袁
因为有两个小孩需要照顾袁又不能外出
做其他的事情袁家里靠丈夫一人在外做
事挣钱维持生活袁日子过得很拮据遥2015
年袁赖彩英经评议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袁2016 年 5 月份袁 赖彩英参加了乡里
组织的手工技能培训袁后前往多个私人
小作坊做事袁挣得一点钱贴补家用遥2017
年上半年袁石水村瑞辉鞋厂成为市里的
扶贫车间袁经驻村工作干部介绍袁赖彩
英和村里其余的 9 名贫困户开始在瑞
辉鞋厂上班袁每个月至少能有 2000 多元
的收入袁 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得到改观袁
2017 年袁赖彩英家顺利脱贫遥

据统计袁2015 年至 2017 年袁我市通
过就业扶贫实现脱贫 3469 户 尧15206
人袁 占全市三年脱贫总人数的 19.8%遥
2017 年就业扶贫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
脱贫 4055 人袁其中就业扶贫车间就近就
业 667 人尧扶贫专岗安置就业 1122 人 尧
提升职业技能促进转移就业 1689 人尧创
业带动就业 577 人遥

近年来袁我市采取野五个一批冶的就
业扶贫模式袁全方位尧多渠道促进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脱贫遥
创建就业扶贫车间就近就业一批袁

我市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或市区企业在
乡村建设野乡村就业扶贫车间冶遥 利用乡
村闲置住房或公祠袁建设劳动密集型生
产尧加工企业袁吸纳本村或周边贫困劳
动力实现就业脱贫遥2017 年我市创建乡
村就业扶贫车间 75 个袁 吸纳贫困劳动
力就业 667 人遥

实现了全市乡镇就业扶贫车间建
设全覆盖遥 开发扶贫专岗安置就业一
批遥 大力开发农村保洁尧乡村公路养护尧
治安巡逻尧水库山林看护尧城镇保安保
洁保绿等岗位袁用于缺乏劳动技能和转
移就业困难的贫困劳动力安置就业袁
2017 年袁我市在各乡镇开发就业扶贫专
岗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 1122 人遥

提升劳动技能培训就业一批遥 我市
采取乡村培训车间就近培训与职业培
训机构专业培训相结合尧扶贫政策宣传
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尧培训专业与当地产
业发展需要相结合尧技能培训与职业鉴
定相结合尧培训与就业相结合袁野五个结
合冶的办法开展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
训袁有效提升贫困劳动人口的就业技术
水平袁拓宽就业创业渠道遥 同时袁我市还
对在就业扶贫车间尧技能培训车间就近
就地就业的贫困劳动力袁政府给予每人
每月 200 元岗位补贴遥

鼓励能人创业带动就业一批遥 我市
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扶持能人创业
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的积极效应袁对吸

纳 3 个以上贫困劳动力的创业主体申
请创业担保贷款的袁按最高贷款限额 10
万元进行全额贴息袁贷款期限 3 年遥 建
设众顺创业和飞麦电子商务两个创业
孵化基地袁鼓励入驻基地企业吸纳贫困
劳动力就业袁 给予入驻企业 50%租金尧
水电补贴遥 对贫困大学生创业给予
5000 元一次性创业补贴遥 2017 年袁我市
通过扶持能人创业带动贫困劳动力就
业 940 人遥

实施交通费补贴转移就业一批遥 充
分发挥政府市人力资源市场和乡镇基

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主渠道作用袁积极
推荐贫困劳动力转移非农就业实现脱
贫遥 对外出就业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6
个月以上的给予 300 元每人每年一次
性交通补贴遥 2017 年我市对 3490 名外
出就业贫困劳动力发放了一次性交通
补贴遥 同时鼓励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
业袁对招用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 3 个月
以上的企业袁按其为贫困劳动力缴纳社
会保险费企业部分的 60%享受社保补
贴遥 今年以来袁我市新增转移贫困劳动
力就业 1689 人遥

扶贫先扶智袁治贫先治愚遥 教育扶
贫是力拔穷根的根本之策遥 瑞金作为
赣南老区脱贫攻坚的首要战场袁 坚持
打好教育扶贫野组合拳冶袁在教育资助尧
控辍保学尧资源配置尧质量提升等方面
精准施策尧精准发力袁让每个贫困孩子
和他们的家庭都享受到了教育扶贫带
来的实惠袁 让教育雨露润泽每一寸红
土地袁有效阻断了贫困野代际传递冶袁走
出了一条具有瑞金特色的教育扶贫之
路袁 推动了全市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袁 为我市决战决胜脱贫摘帽提供了

智力支撑遥

教育资助院“一个都不能漏”
政策享受一个不漏遥 2017 年以来袁

我市落实各级各类助学资金 3622.5125
万元袁资助学生 36507 人次遥 其中 2018
年春季已完成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
教育资助资金的发放工作院发放各级各
类资助金 575.915 万元袁 资助学生 5969
人遥 此外袁为 3055 人次建档立卡等贫困
高中学生免除学费 97.02 万元袁 为 5992
人次中职学生免除学费 701.8575 万元袁

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享受资
助政策全覆盖遥

政策告知举措空前遥 市教育局结合
本市工作实际袁首创发放叶教育扶贫政
策告知书曳的工作办法遥 通过检索学生
家长渊含姓名尧所在乡镇和行政村尧联系
号码等冤袁按统一格式每户打印 2 份叶教
育扶贫政策告知书曳遥 及时将教育资助
政策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享受
到的资助项目尧资助标准尧资金打入的
账号袁 以书面形式送达学生家长手中遥
此举在全赣州市及我市各扶贫领域进
行了重点推介遥

控辍保学院“一个都不能少”
精准摸排袁确保不漏一人遥 各乡镇

政府尧村居渊委冤会尧结对帮扶干部尧学校
通过入户走访尧比对数据尧建立明细表
册袁做好了辍学学生的摸底调查袁确保
了数据精确尧不漏一人遥

竭力劝返袁 确保无一人因贫辍学遥
提高了走访尧劝返频繁度袁对已辍学学
生渊含从未入学适龄儿童少年冤及时组
织精干力量登门入户袁晓之以理尧动之
以情袁甚至跑到广东尧福建等地做好劝
返入学工作遥其中 2018 年第一季度成功
劝返 101 名辍学学生返校就读 渊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辍学学生 52 名冤袁为 86 名
学生送教上门袁做到了户户上门尧人人
见面袁杜绝了因贫辍学现象遥

强化保学袁 确保不出现二次辍学遥

关注边缘学生遥 开学初袁家庭贫困学生尧
学困生尧留守生等边缘学生容易流失袁各
校通过对此类学生谈心尧劝说尧走访等方
式袁把学生辍学的思想倾向消灭在萌芽
状态遥关爱复学学生遥各校经常家访袁形
成结对帮扶机制袁常态化开展结对帮扶
活动曰对于生活上尧学习上的困难袁及时
给予帮助袁 让复学学生体会温馨与幸
福袁确保其能快速尧顺利地融入到学校
生活遥 关心残疾学生遥 给予残疾学生关
心呵护袁 保障其能有尊严地上好学曰对
86 名残疾儿童少年实行了送教上门袁
确保残疾儿童少年能接受义务教育遥

职业教育院“一个都不技穷”
开展野阳光工程冶培训袁为乡村培训

脐橙种植尧烟叶栽培等土专家 560 人次遥
实施野雨露计划冶培训袁培养机电一体
化尧酒店管理尧电子应用等技术员 900 余
人遥 开展电子尧汽车维修尧电平车工尧机
械维修等方面的野金蓝领计划冶培训袁为
每个贫困家庭免费培训一名 40 岁以下
的劳动力袁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创业能
力遥 实施野一村一名大学生冶工程和野国
家开放大学窑长征带教育扶贫冶工程袁提
升了 439 名乡村基层干部学历水平袁增
强了 78 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的脱
贫致富能力遥 开展初中尧高中毕业未升
学野两后生冶培训袁让更多贫困家庭学生
掌握一技之长袁真正实现野一人就业尧全
家脱贫冶遥

教育雨露，滋润渴望的种子
阴本报记者温云高

阴本报记者刘芬

村里建起扶贫车间袁务工无需背井离乡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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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车间，舞动勤劳的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