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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内蒙古就业

8万人喜捧新饭碗

近年来，通辽市奈曼旗结合
本地区就业实际情况，认真落实
国家就业再就业各项优惠政策，
拓宽就业服务范围，使全旗就业
创业稳步推进。2016年，该旗城
镇新增就业和农牧民转移就业
80291 人，其中城镇新增就业
1706人。

2016年，奈曼旗举办了9场大
型招聘会，403 家旗内外企业参
会，提供就业岗位11758个，参聘
人员15440人，4573人达成就业
意向。与此同时，奈曼旗就业服务
局还通过求职QQ群、微信平台、
手机短信等发送就业岗位信息，实
现就业服务便捷化、常态化。

为了拓宽就业路子，奈曼旗
就业服务局在选项、论项、培训、
贷款担保、后续支持等方面提供
一条龙服务。其中，白音他拉返
乡农民工创业园和华明工贸创
业园共入驻企业74家，带动就业
1612人。建于 2016年的华明小
微创业园目前也已驻入企业 27
家，劳动就业150人。

今年初，奈曼旗就业部门深
入园区、镇（街）、村（社区），对需
要培训的工种、人数进行了摸底
调查，建立了培训需求台账，实施
了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根据此
种培训模式，新盛职业技术学校
培训挖掘机操作员490人，通过鉴
定考核189人，上岗185人；旗民
族职业中专培训养老护理和母婴
护理300人，职业鉴定考核78人，
全部上岗就业。

（徐文德）

“数字就业”全程信息化

近日，经过4年的建设，包头
市实现了公共就业服务各项业务
全程信息化，构建了“数字就业”
新格局。

2013年以来，包头市开始启
动实施就业服务实名制动态管理
工作。对城镇新安置就业人员、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就业技
能培训人员、农牧民技能培训人
员、创业培训人员、成功创业人
员、创业担保贷款人员、困难群体
援助人员、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
9类人员实现实名制动态管理。
建立健全相关工作规范和标准化
流程，以各公共就业服务窗口为
平台，依托自治区劳动就业核心
业务子系统，实现就业服务各项
业务网上经办。

截至到2017年，基本实现了
“数据向上集中、服务向下延伸、
网络到边到底”的就业信息化建设
总体目标。建立了城乡统一人力
资源库，使公共就业服务工作覆盖
到每个服务对象，实现了就业服务
工作全程信息化。建立健全了就
业预警制度，通过自治区劳动就业
核心业务子系统，对劳动者就业登
记、失业登记和享受就业扶持政策
等相关信息进行全面监测，实现有
效动态管理，加强统计分析，推动
就业形势监测统计分析更规范、更
科学。

进一步完善、做实业务统计数
据，城镇新增就业、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相关统计报
表实行网上运行，实现了就业数据
来源常规化、便捷化、高效化。

(吕锡安)

故事故事
看点

本报呼和浩特4月11日讯 3月28日，与
全国首届创业引领者专项活动暨创业培训讲师
大赛同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呼
和浩特市举办了内蒙古自治区分赛启动仪式。
包头市、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3个分会场与
呼和浩特市主会场同步直播。

据了解，本届大赛作为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工作的重要举措，以“创业培训，创新引
领”为主题，达到以赛促交流，以赛促引领，以赛
促创新，以赛促发展的目标。我区分赛由中国
就业促进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指导，
自治区就业局承办，各盟市就业局协办。

本届大赛分为预赛、初赛、分赛、决赛 4
个阶段，各盟市安排预赛，优胜者按照区域划
分，参加在包头市、锡林郭勒盟或者呼伦贝尔
市举行的初赛，内容包括个人综合能力和课
程设计作品两部分。初赛脱颖而出的选手将
参加 7 月举行的分赛，内容包括小组突围赛
和十强排位赛，全面考察选手的创业培训和
创业指导综合能力，一等奖获得者将代表我
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
自治区就业服务局局长王又红在启动仪式上指
出：“在经济新常态下，创业创新已经成为我区

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创业培训作为提升
创业者创业创新能力和素质的重要途径，一直
引领着全区创业带动就业事业的繁荣发展，为
自治区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带动经济发展注入
了蓬勃动力。”

他强调，本届大赛要创新交流传播形式、创
新培训服务理念、创新培训指导技术，从而进一
步促进创业培训良性发展，充分释放创业带动就
业倍增效应。

为了确保大赛公开、公平、公正，各盟市初
赛所有命题由自治区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管
理。 （高瑞锋）

本报锡林郭勒4月11日电 近日，
为了帮助返乡农民工更好、更快地实现
就地就业和创业，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就
业服务局开展了“送政策、送岗位、送服
务”活动和职业技能培训。

据了解，为了方便劳动者登记报名，
多伦县就业服务局在“多伦就业”微信公
众号开展了网上培训报名。同时加大线
下报名力度，与培训学校进行联系，确保
有培训意愿的劳动者能及时进行培训。

通过多种手段宣传，截至目前，该局
已经开展各类职业培训班22期，培训城
乡各类人员 1428人，培训工种包括电
工、电焊、美容师、调酒师、保育员、挖掘
机装载机驾驶等；开展创业培训班2期，
培训学员45人。

（高建祥 赵炎）

返乡农民工学技术

本报包头4月11日电 近日，包头
市2017年“春风行动”就业扶贫专场招
聘会在固阳县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中心
召开。

据了解，今年“春风行动”的主题是
“促进转移就业，助力扶贫攻坚”，重点
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建档立
卡的农村牧区贫困人口、有转移就业意
愿和创业愿望的农村牧区劳动者，98家
企业入场招聘，提供岗位 2600 余个，
3000人（次)求职者前来寻找就业新机
遇，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00人（次）。

活动期间，各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工作人员深入农村牧区贫困家庭进行调
查，了解其培训就业需求，有针对性地组
织开展就业脱贫服务。劳动监察部门也
集中开展严厉打击职业介绍领域违法违
纪活动，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吕锡安）

“春风行动”送来新机遇

本报赤峰4月11日电 近日，为了
切实提高贫困家庭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就
业创业能力，赤峰市喀喇沁旗就业服务
局对30户贫困户进行了创业就业培训。

培训中，该局以“精准培训、不落
一人”为目标，合理设置培训内容，以
如何选择创业方向、如何寻找创业项
目以及创业相关政策法规为主题，采
取专家讲授、现场互动、观摩实训等方
式，帮助参训人员掌握创业技能，提升
造血脱贫能力。

(马文基)

创业培训走近贫困户

本报乌兰察布 4 月 11 日电 近
日，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就业服务局职介
所向社会提供689个就业岗位，涉及保
险、快递、蔬菜深加工、服装、水泥、农
业、生物科技等10多个行业，岗位从一
般工人到高级管理岗位都有。用工信
息一经公布，就受到了求职者的欢迎。

据了解，今年，为了更好的让用工
单位与求职者对接，商都县就业服务局
职介所在多方面积极改进，大力创新便
民服务措施，塑造窗口服务形象。在城
乡居民服务中心大厅配置了休息椅，设
置了大屏幕电子显示屏，设立了专门服
务窗口，努力为求职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环境；还设立了专门咨询窗口，采取业
务骨干轮流上岗工作制，做好政策宣传
咨询，免费发放各种招工信息、政策宣
传等资料。

（简立峰 张宏）

689个岗位觅良才

近日，在通辽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暨“三爱”主题教育活动现场会上，一位
侃侃而谈的80后蒙古族男子获得了众人的赞
赏。他就是奈曼旗蒙龙特种野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赵磊。

了解赵磊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勇
于吃苦的人。2002年，赵磊以优异成绩考入
内蒙古工业大学。在校期间，成绩优秀的他多
次获得奖学金，由于能力出众，还担任学生会
副主席。2006年，赵磊获得了管理学学士和
工学学士双学士学位。毕业之后，经过严格的
考核、筛选，凭着自身过硬的条件，他被蒙牛集
团聘为销售经理，负责华中地区的市场营销工
作。2008年，在赵磊的努力下，仅仅两年的时
间，蒙牛集团的产品在华中地区的年销售额就
由3800万元上升到了6000万元，他的能力和
业绩获得了公司同仁的一致称赞，公司多次对
他予以表扬和奖励。

2008年春节，赵磊回到老家通辽市奈曼
旗探望父母。乡亲们贫穷的生活状态和一成
不变的老旧耕作方式引起了他的思考，他决定
带领乡亲们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由此产生了辞
职回家乡创业的想法。

然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会面临很多
非议和不解。父母是第一个反对者，亲戚朋友
们也跟着反对。他们认为，放着好好的知名企
业销售经理不当，为什么还要回这穷乡僻壤当
个猪倌呢？赵磊说，他也理解父母含辛茹苦培
养出一个大学生不容易，然而，人总不能为自
己而活，得带领贫穷的父老乡亲一块富起来。

带领乡亲们一块走上致富之路也是父母
想看到的。亲友们知道后，纷纷对他竖起了大
拇指。

有了父母和亲友的支持，赵磊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决心。回到公司后，他谢绝了领导的高
薪挽留，再次回到家乡，开启了创业之路。

奈曼旗沙日浩来地区的土地环境很适合
发展养殖业，经过多方考察，赵磊决定饲养野
猪。目标定下来后，他先后到黑龙江、吉林和
山东等地的野猪养殖场进行实地考察，对北
京、天津等地的销售市场进行调研。特种野猪

养殖良好的销售市场证明，他的决定是对的，
这是个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而且益于乡亲
们致富的好项目。

2008年夏季，靠着奈曼旗就业服务局为他
提供的2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加上亲朋好友的
帮助，他很快筹集到了100多万元的资金。有
了这些资金，在一片20多亩的荒地上，4个月
建成了一个标准的特种野猪驯养基地。

基地饲养的野猪是从大兴安岭和长白山引
进的标准种猪。从饲养开始，赵磊就根据消费
者的饮食需求，把产品定位为“绿色、营养、野味、
保健、经济”，并定制了一套独特的饲养标准。

为了实现这个定位，饲养过程中，赵磊走
的是有差异化的无公害特色养殖路，从北方的
气候特点出发，基地的野猪全部采用“圈养+
散养”的饲养方法。刚出生的小野猪在圈舍里
生长到 25公斤以后，就被放到树林里散养。
在吃食方面，赵磊也尽量让野猪回归自然。除
了给野猪喂养自己种的玉米、大豆和苜蓿草等
外，还依据科学自己配方，不加任何添加剂。
每年的春夏秋三季，野猪还能吃到员工上山挖
的野菜、割的野草。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饲

养成本，而且还能使野猪肉质鲜嫩，口感良
好。赵磊饲养的野猪都是12个月以后出栏，
肉实味美。消费者的评价是，“蒙龙特种野猪
繁育基地的野猪，瘦肉率很高，肉香而不腻，入
口有嚼劲。”

从2008年到现在，基地野猪出栏2200多
口，畅销北京、辽宁、天津等地，产品供不应求，
销售额达到了7位数。基地直接和间接安置
农民工 200多人，先后有 30多名大学生前来
考察，他们都准备饲养野猪，为自己的家乡脱
贫致富做贡献。

赵磊的野猪养殖获得了成功，先后获得多
项荣誉：沙日浩来镇种养业标兵、奈曼旗十大
杰出青年、通辽市青年创业能手。2012 年 8
月，他又被选为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十三次代
表大会代表；2013年 1月，农业部和团中央联
合给他颁发了“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荣
誉证书。

“让乡亲们复制我饲养野猪的模式，走上
创业之路，尽快富起来。”他说，下一步他要甩
开膀子大干，把事业做大做强。

(徐文德 梁富江)

学学怎么献哈达。

餐巾纸这么叠才漂亮。

蒙餐厨师教学员怎么做羊肉馅饼。

近日，由阿拉善盟就业服务局举办的
首届驼商古道旅游驿站从业人员技能培训
班开班。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专门为驼商古道

驿站从业人员量身定制的，旨在提高他们
的服务技能，做到培训和就业零距离衔接，
实现“人人做导游、人人做阿拉善宣传员”
的美好愿景。培训围绕阿拉善历史、民俗

文化，旅游产品创意、设计，旅游接待礼仪，
特色饮食制作和安全生产等方面进行，为
期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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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家乡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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