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道民生考题：
残疾学子遭遇就业难

尹春丽（化名）是兴国县特殊学校
启音班的一名毕业生，今年2月份本应
该去单位实习，为找工作做准备。但
是她迟迟没有找到实习单位，与她一
起面临这样难题的还有16名同学。

与此同时，兴国县特殊学校校长
钟庆华的手机也被各种求助电话打

“爆”了。“钟校长，我家孩子今年要毕
业了，实习单位都没着落，好担心他找
不到工作，能否请学校想想办法。”“我
是学生家长，孩子马上要毕业了，学校
能不能帮孩子找找工作？”……

钟庆华告诉记者，特殊教育学校
孩子的毕业季，也是家长们的焦虑季。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孩子们的就业问题
也是钟庆华在急着解决的一道难题。

钟庆华向记者介绍，启音班的学
生在听力方面有障碍，就业存在较大
困难，特别是近年来，他发现特教学校
毕业的孩子大多进入边缘或次级劳动
力市场，流向从事工资收入低、工作稳
定性差的行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就
没有收入，就无法保障基本生活，更谈
不上家庭幸福。”钟庆华告诉记者，17
名毕业生就业事关 17个家庭的幸福，
让他们更好地自食其力、融入社会，成
了校方和相关部门的一道民生考题。

鉴于学校的力量比较弱小，钟庆华
从去年底开始，就不断联系用工单位，同
时也积极向县教科体局、县残联等部门
反映情况，以争取更多的部门介入，一同
帮听障学子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就业。

一次温暖联手：
精准施策打通堵点

残疾学子就业难题，牵动着当地
党委和政府领导的心。早在去年底，
兴国县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杨志正在
兴国县特殊教育学校调研时，就了解
到了这一难题，并部署县招商局和县
人力资源部门进行市场调查，为今年
毕业季残疾毕业生找工作做准备。

“我们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兴
国县教科体局局长庄刚向记者介绍，
残疾学子的就业问题不应由学校、个
人和家庭面对，也无法通过一个部门
的单打独斗实现。今年3月以来，兴国
县以党史学习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
把特殊教育学校学子就业问题，纳入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事榜单”。县
教科体局、县招商局、县残联、县人社
局等部门坐在一起，梳理出诸多就业
堵点，如匹配听力有障碍毕业生的岗
位难、吸引接受残疾学子就业企业的
政策不多、没有找到残疾学子就业岗
前实训方式等。

锚定堵点“对症下药”，县招商局、

县人社局全面检索当地用工信息，对
接到电子显示屏生产加工企业江西海
威电子有限公司；县残联送政策上门，
对接受残疾学子就业企业免交残保
金；县教科体局与学校落实残疾学子
就业岗前实训方式。

庄刚告诉记者，通过部门联手，不
仅盘活了各部门的资源，还想出了“辅
助性”陪护就业的方式，即为保障孩子
们初入社会就业的安全，适应岗位的
要求，由特殊学校派出两名老师进驻
企业跟踪辅助，帮助学生掌握岗位技
能，融入企业生产生活，待学生适应后
进驻企业辅助的老师再退出。

“多部门联动打通堵点，精准施策
很关键。”江西海威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明文告诉记者，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让他接纳这些孩子进厂就业，而且
在招工难、员工流动性强的人才市场
环境下，追求稳定工作环境的特殊学
校毕业生是及时的用工补充，尤其是

“辅助性”陪护就业的方式值得推广。
今年3月15日，17名残疾学子进厂后，
5月份已经全部转正，这与驻企业辅助
的老师所起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一个溢出效应：
用人单位预订残疾学子

贴片、包边、插灯……听障学子
李冬（化名）在江西海威电子有限公

司电子显示屏生产车间，愉快熟练
地操作。

通过手语和辅助老师，李冬告诉
记者，他和同学们转正后的工资和普
通员工一样，采取计件付酬，虽然每个
人熟练度不同，但目前能拿到 2000元
至 4000元不等的薪酬，随着技术越来
越熟练，工资也会随之增加。

残疾学子开心的笑容，让他们
的家庭有了希望，少了很多操心。
听障学子张茂森（化名）的叔叔说，
张茂森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孩子
一直由叔叔伯伯养大。他一度担心
张茂森因有听力障碍找不到工作，
现在张茂森有了稳定的工作，家里
多了很多笑声。

“相较同情、怜悯，残疾学子更需
要的是平等和尊重。”李明文向记者介
绍，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检验，听障孩子
在细心、耐心和专注上，比许多正常人
突出，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完全不输
于普通职工，目前已有四成学生达到
优秀水平。

残 疾 学 子 就 业 状 态 的 优 异 表
现，带来了溢出效应。“目前已经有
兴国洪门工业园光电产业园的不少
企业，找我预定明年的毕业生。”钟
庆华告诉记者，现在兴国多部门联
动，为残疾学子谋就业已经成为长
效机制，这可以帮助更多残疾学子
家庭走出困境。

记者手记

近日，安徽蚌埠发生的一起
“未系狗绳”事件在网上引起轩然
大波。起因是一女子在小区遛狗
时未拴绳，狗窜向邻居小孩使其受
惊。养犬人和小孩家长由此发生
口角，随后双方发生殴斗。

这一事件的发生，除了养犬人
嚣张的态度引起众怒，大家对社会
上不文明养犬行为的气愤也是重
要因素。笔者发现，当面对拴绳建
议，许多养犬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家的狗不咬人”。
对此，我们须知的是，不论宠

物狗是否咬人，遛狗不拴绳目前已
涉及违法。5月1日起，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正式实
施，其中第 30条明确规定：单位和
个人饲养犬只，应按规定定期免疫
接种狂犬病疫苗；携带犬只出户
的，应按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
绳等措施。

此外，据调查，宠物犬由于外
界刺激带来的应激反应，很多时候
其行为并不可控。而对于惧怕犬
类的人而言，他们关注的重点不在

于狗会不会咬人，而是狗本身存在
的安全隐患。因此，少了一条犬绳
的约束，就多了一分危险的可能。

近年来，由于遛狗不拴绳引起
的社会事件并不少见。今年 3月，
北京顺义区市民张某的宠物狗由
于未拴绳，突然扑向赵某，导致赵
某摔倒，十分钟后丧失意识，经抢
救无效死亡。为此，赵某家属将张
某告上法庭，要求赔偿80余万元。

如今，养宠人群越来越庞大，
我们迫切希望养宠行为尽早得到
规范。我们尊重每一位爱狗人士
兴趣选择，但我们也同样需要得到
每一位爱狗人士的尊重，这不只是
拴好犬绳，及时清理宠物在公共区
域产生的粪便，更是现代文明行为
的重要体现。

回到安徽蚌埠事件，据当事人
所在小区的居民反映，遛狗不拴绳
的现象已得到明显改变，但我们并
不希望这样的改变只有在事情发
生后才出现。相关部门还要主动
作为，积极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建
立操作性强的约束和执法机制，让
每个人都意识到文明养狗行为的
严肃性和必要性，让养狗变得合理
合法，文明和规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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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西新
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
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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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好手中的犬绳
陈 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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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薇 本报记者 曹诚平

“多亏了县住建局的指导，为
我们解决一个大难题。”近日，提起
企业化工仓库的竣工验收，吉水县
景旺精密电路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高兴地说。

吉水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近日
在企业走访时，了解到景旺精密电
路有限公司一处仓库消防验收审
核进展缓慢，影响了项目进度。该
局立即组成工作组深入了解情况，
得知该项目消防验收之所以停滞，

是因为该公司建的仓库属化工方
面的甲类仓库（易燃易爆仓库），原
先该企业聘请的设计单位资质不
符，导致无法验收，要聘请有化工
资质的设计单位重新设计，重新审
查施工图。

为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工作组
经过多方协调，最后由吉水县应急
管理局组织化工专家进行评审，妥
善解决了这一难题。消防验收通
过后，吉水县住建局按照审核程
序，及时为企业仓库办理好了竣工
验收手续。

多方协调 解企业消防验收难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没有油烟污染了，现在可以
开窗户了。”家住南昌市西湖区朝
阳新城世纪中央城小区的居民向
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经过协商，楼下烧烤店的
油烟得到整改。

据悉，一名在朝阳新城经营烧
烤的店主，由于是少数民族，不熟
悉汉字，在开店前期不清楚相关流

程和未按操作标准使用油烟净化
设施而造成油烟污染被周边居民
投诉。在受理投诉过程中，朝农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对经营商户进
行了严厉批评。

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朝农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派工作人员积
极与商户沟通，主动上门帮助其按
规范流程进行操作和培训，使商户
避免了因操作不当而造成的油烟
污染。

主动作为 烧烤油烟不再扰民

陈小红 本报记者 邹晓华

“以前这里的道路崎岖不平，
尤其遇到梅雨季节就更不好走。
路修好后，我们不但出行方便，山
货也更好卖了。”近日，鹰潭市余江
区春涛镇洋源村村民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余
江区大力修建农村公路改善民生。

据悉，以前洋源村没有一条超

过两米的道路，甚至都没有水泥
路，如今，村里的道路已经修到了
各家各户的门口。路好走了，山货
销量也增大了，还有不少外地人直
接开车来村里购买。

据了解，2021 年余江区投资
2.7亿元，用于农村窄路面拓宽、部
分县道升级改造、危桥改造重建、
危险路段加装安全防护设施等，助
推农民增收致富。

农村公路 助推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洪怀峰

近日，有彭泽县读者向江西新
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
彭泽县龙城明珠小区有违法搭建
和强制出售车位等问题。对此，彭
泽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7月 12日
进行了书面回复：龙城明珠小区车
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开发商自
建车位，一部分为人防车位。目前

已经派工作人员联系了维权业主
代表及开发企业负责人，当面就业
主反映的车位问题进行了协商，开
发企业承诺将所属人防车位按相
关手续移交人防办，开发商自建的
车位，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
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对于小区有居
民对房屋进行违法搭建的，将由规
划部门认定，一旦确认属于违建的
将由城管部门进行拆除。

业主存疑 住建部门协商解惑

用心筛选岗位 用力免残保金 用情陪护入职

兴国为残疾学子就业打开多扇“门”

又到毕业季，如何有效
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是一
道民生难题，而残疾人学生
就业则是“难中之难”。7月
6日，记者从兴国县了解到，
县教科体局、县招商局、县
残联、县人社局等部门携手
联动，多方发力，通过全面
梳理用工信息，筛选岗位、
对用人单位免交残保金、探
索“辅助性”陪护就业等方
式，为就业困难的听障学子
圆了就业梦。

本报记者 洪怀峰
邮箱：404256486@qq.com
电话：13607089528

兴国县特殊学校毕业生转正上岗后很是开心。 本报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玉山县横街镇居民俞开程
反映，3月份，他突然接到玉山县医疗
保障局的通知，说他漏缴了几年的医
保费。不明就里的俞开程重新缴纳了
医保费后却觉得奇怪，明明自己每年
都交了医保费用啊？随后俞开程在玉
山县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是工作人员
的失误导致他重复交了医保费 850
元，可这多交的费用就是退不回来。

据俞开程介绍，他重复交了 2019
年至 2021年这 3年的医保费用，共 850

元。为此，他往返玉山县横街镇医保
所、玉山县行政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和
税务部门，得知是工作人员误将他的
医保费交到了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账
户里。“事情搞清楚之后，玉山县医疗
保障局工作人员在3月份承诺，一定会
退还多交的费用，但至今仍未到账。”
俞开程说，幸亏玉山县横街镇医保所
的工作人员已将他的医保账户纠正
了，以后不会发生类似事情。

7月 7日，记者来到玉山县医疗保
障局了解情况，分管医保业务的副局
长王丽夷解释：“局里对此事进行了核
实调查，发现俞开程是通过手机上的
税务系统缴纳了 2020 年和 2021 年两

年的医保费用共 590元。税务系统里
出现了同名情况后，将由工作人员进
行甄别，当时工作人员错将横街镇的
俞开程医保费划到了另外一个俞开程
的账户上，两人同名同姓，但是身份证
号码不一样。另一个俞开程是低保
户，不用交医保。”

那重复交的 2019年医保费用 260
元又是怎么回事呢？王丽夷称，当时工
作人员在系统里确实没有查到俞开程
2019年的缴费记录，才通知他补交。“后
来，局里要求横街镇医保所的工作人员
查找缴费发票的原件，证实了俞开程确
实缴纳了2019年的医保费。因当时工
作人员划账时信息输入错误，导致划账

失败，所以缴费系统查询不到。”王丽夷
承认，这是工作人员的失误导致俞开程
重复交费。

对于何时能退还多交的费用，王丽夷
向记者解释说，医保费进入账户后，退还
程序很复杂。“要先等税务部门核账，核完
账后再走退还程序，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预计在7月份可以将多交的医保费退到
俞开程的银行账户。”王丽夷表示。

在记者多方协调下，玉山县医疗
保障局局长胡卫华表示，要特事特
办，立即给群众解决退费事宜。7 日
17 时，王丽夷告诉记者，已经将多收
的医保费 850元转到俞开程的银行账
户上了。

3年医保重复缴费 说是操作失误
玉山县医保局当场表态 多交费用7月份退回

“你看，这片水田里的秧苗快被福
寿螺吃光了。再不赶紧采取有效措施，
福寿螺越来越多，这秧苗就白种了。”7
月13日，在瑞昌市范镇良田村，种粮大
户聂五林指着一片稀稀拉拉的秧苗愁
眉苦脸地说。在范镇，近年来水田的福
寿螺逐渐增多，对农作物造成很大危
害，今年福寿螺更是“来势汹汹”，让许
多种植户束手无策，损失很大。

在聂五林承包的水田边，记者看
到，田里随处可见福寿螺，小的如豌
豆，大的有乒乓球一样大。

记者看到，一些秧苗上黏着一团
团粉色之中带点猩红色的东西，范镇
农技站站长胡健告诉记者，这是福寿
螺产的卵。每年 5月至 8月，是福寿螺
繁殖高峰期,其每年可产卵 20 次至 40
次，每次产卵少则一两百粒，多则上千
粒，繁殖速度极快。除了水田，在沟渠
里，福寿螺的分布同样十分密集。沟

渠的壁上、草地里，甚至地里的玉米秆
上，都可见福寿螺产的卵。

聂五林告诉记者，他家种植了
1000多亩水稻。6月中旬，秧苗刚栽下
去，第二天就被福寿螺吃掉不少。补
栽后，一夜之间又被吃光。“这片水田
有 50 多亩，补栽了两次秧苗，勉强保
住。那边还有 10亩水田，因为没有秧
苗补栽了，只好空在那里。”聂五林说，

“这两年，福寿螺数量增长势头迅猛，
有爆发的趋势。今年，我家水稻受灾
面积比去年增加了 200多亩。再不想
办法遏制，可能要颗粒无收了。”

为了灭螺，经咨询农技人员后，聂
五林购买了 2.5 吨油茶饼，碾成粉，撒
到田里。“油茶饼每吨要 3700元，2.5吨
茶饼，加上运费，花了1万多元，种田成
本增加了不少。”聂五林说。

聂五林告诉记者，虽然油茶饼对
福寿螺可起到一定的灭杀作用，但并
不彻底。油茶饼撒下去后，很多福寿
螺会钻进泥里躲起来，等药效过后，又
会跑出来危害农作物。同时，茶饼无
法对其卵进行灭杀，这些卵经过 20天
孵化，幼螺又进入水中，迅速长大。

“螺灾”发生后，范镇政府立即组织
农技人员，对福寿螺危害情况进行调查
摸底。对种植户进行防螺灭螺技术培

训，紧急采购杀螺胺等药物，免费进行无
人机飞防灭螺作业。由于福寿螺分布范
围较广，数量又多，灭螺效果不佳。

据介绍，福寿螺原产南美洲，上世
纪八十年代作为特种水产被引进，喜
食水稻、玉米、蔬菜等农作物的嫩叶。
由于福寿螺肉口感不佳，加之有寄生
虫，近年来已少有人食用。

胡健告诉记者，范镇以前是没有
福寿螺的，2010年，该镇发展茭白种植
时，从外省引进茭白苗，便将福寿螺的
卵和幼螺带到了范镇。开始，福寿螺
只是在种植茭白的水田繁殖，近年来
逐渐向周边扩散。2016 年，范镇遭受

“螺灾”的农作物面积还只有几亩田，
但今年，该镇遭受“螺灾”的水稻面积
已达2000亩，威胁到农作物生态安全。

据介绍，范镇周边的横港镇等乡
镇水稻种植面积较大，福寿螺一旦蔓
延开来，将对这里的农业生产造成重
大损失。与范镇交界的桂林街道，今
年就有约 600 亩水稻遭福寿螺“侵
袭”。采访中，多名种植大户呼吁，福
寿螺的防治关系到生物安全、生态安
全、食品安全、水源地安全和公共卫生
安全，范镇“螺灾”已敲响生态安全警
钟，希望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福寿螺的
防治工作。

急求防治！瑞昌范镇2000亩水稻遭“螺灾”
邮箱：562302526@qq.com
电话：0791-86849246
新浪微博@老记曹诚平

本报记者 曹诚平

田里的秧苗被福寿螺吃得稀稀拉拉。 本报记者 曹诚平曹诚平摄

兴国县面对残疾学子就业的民
生难题，多部门携手联动，共同破解
这道难题。除了给用人单位送上免
残保金的政策礼包外，关键的是大
胆探索“辅助性”陪护就业等方式，
让残疾学子“进得去、留得住、干得
好”，让他们顺利融入社会，享受社
会发展成果，并通过他们的努力和
付出，为自己赢得尊严。

兴国的这种探索取得了不错的
成效，当地出现了用人单位预订残
疾学子的喜人变化，这对更多的残
疾学子今后就业，无疑减少了压力，
也为他们的家人减少了烦恼，增添
了幸福感。

期待更多破解
民生难题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