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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 第六届贵阳贵安残疾人

职业技能竞赛暨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人

员职业指导竞赛落幕。

在三天的赛程中，来自贵阳市各区

（市、县）、贵安新区各乡镇的 10 个代

表团共 135 名选手参加了 CAD 制图、

广告设计、电子商务、用户通信维修、

茶艺 、缝纫 、摄影 、彩妆 、中式面点制

作、美发、刺绣、网络直播营销等 17 个

竞赛项目和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人员

职业指导项目的比拼，共有 73 名选手

获奖。

残疾人不是不行，只是不便；不是不

行，只是缺少机会。 通过开展残疾人职业

技能竞赛，可以检阅残疾人职业教育和职

业培训的成效，推进残疾人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向社会展示残疾人的职业风采和精

神风貌，营造关心和帮助残疾人就业的良

好氛围。同时，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还是

我市广大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融入

社会大家庭的重要通道，也是充分展示残

疾人自强不息精神、实现人生价值的精彩

舞台。

今年 18 岁的代侗浪就读于贵阳市盲

聋哑学校，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想

到就拿下了中式面点制作项目的第一

名。 贵阳市盲聋哑学校负责教授中餐烹

饪的老师代绍斌说， 学校开设中餐烹饪

（包括中式面点制作）课程，可以让学生

有一技傍身，便于今后就业。 代侗浪听不

见，但可以通过眼睛观察、手语询问等方

式进行学习。

代侗浪学习中式面点制作快 1 年了，

记者了解到他现在除了会做馒头、 花卷、

包子等面点外，还会做中式菜。 代侗浪说，

日常学习中，代绍斌会手把手教，让他们

用手、用心去感受细节。

这次比赛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制作

三鲜包和榴莲酥。 对于首次参赛的代

侗浪而言 ， 榴莲酥的制作相对较难 。

外层酥皮要求层次分明、 松化精细 ，

这就要考验“揉皮” 这道工序 ，皮揉

不好， 烤制出来皮就不脆 ， 会影响口

感。 比赛开始后，从和面的技巧、馅料

的准备、食材的配比，到蒸烤的温度、

时间等， 代侗浪都有条不紊 ， 最终取

得好成绩 。

在网络直播营销的赛场上，参赛者正

在进行设备的最后调试。

“有梦想的人生不会‘残缺’ ” 是参

加网络直播营销比赛的张光宏给自己打

气加油的心语。 44 岁的张光宏患有小儿

麻痹症， 之前在深圳有着 10 年的销售工

作经验。 2013 年，张光宏回到贵阳，一直

从事销售工作。

近年来，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的兴

起 ， 张光宏凭借多年的销售经验和对

互联网的熟悉 ， 很快加入网络直播带

货队伍。 “这个工作适合残疾人，空间

和时间限制少。 ” 为此，张光宏还和几

名志同道合的残疾人组建了一个直播

带货团队， 主要销售贵州的土特产和

服装。

在张光宏看来，残疾人学习如何运

用网络进行直播营销， 不仅是一项谋

生技能， 更重要的是能很好地实现个

人价值。 “健全人能做的工作，我们也

能做， 这种满足感超越了收入带来的

快乐。 ”

残疾人是折翼的天使，但他们也是自

强不息的楷模。 他们通过竞赛，向社会直

观、生动地展示职业技能和志气。

创业是民生之源， 就业是民生之

本，促进残疾人就业是帮助残疾人增收

致富、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

途径。 近年来，贵阳市始终坚持把残疾

人创业就业工作作为增加残疾人家庭

收入、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缩小残健

差距、 促进残健融合的重要内容来抓，

通过多渠道、 多形式落实惠残政策，努

力让每一个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实现就业创

业梦想，鼓励残疾人自谋职业、自主创

业，过得更加富裕、活得更有尊严、对未

来更有信心。

据统计， 贵阳贵安有持证残疾人

9.55 万人，处于就业年龄段（16-59 周

岁）的残疾人 5.67 万人，占持证残疾人

总数的 59%，有劳动能力的持证残疾人

为 3.65 万人， 占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的

64%，其中从业人数 1.85 万人（“十三

五” 期间新增就业 0.65 万人），占就业

年龄段有劳动能力持证残疾人的 51%。

本报讯 9 月 28 日至 30 日，

2021 年贵州技能大赛———全省残

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举

行，无人机操控、宠物美容等 5 个

竞赛项目首次被纳入比赛。

无人机操控项目旨在检验参

赛残疾人选手对无人机基础知识

的储备、 应用和无人机操控的技

能水平。 比赛以理论与实操相结

合的形式进行， 让选手实操无人

机进行飞行控制、测绘等。

我市无人机操控参赛选手张

琦表示，他患小儿麻痹症后行走不

便，不能完全领略祖国山川大河的

壮丽，只能通过观看图片、视频“解

馋” 。“如果我能熟练操控无人机，

让它成为我的双腿，代替我爬上高

山，就能弥补这个遗憾了。 ”

宠物美容项目旨在让残疾

人更好地从事宠物美容护理工

作，能让参赛选手了解和学习宠

物美容护理的技术要求与操作

规范，掌握宠物美容护理的基础

知识。

我市参赛选手罗剑在 2岁时因

药物致聋，语言功能也逐渐退化，因

为从小就喜欢猫狗等小动物， 后来

选择了宠物美容工作。至今，罗剑已

经从事宠物美容工作 14年。

比赛当天， 所有选手用宠物狗

模型进行剪毛造型比拼。最终，罗剑

获得宠物美容项目比赛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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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过往， 皆是序章。 “十四五” 期

间， 贵阳市残联将一如既往做好残疾人

就业创业工作； 配合人社部门持续开展

“充分就业社区” 建设工作，加大对残疾

人创业就业的指导服务和就业援助力

度， 帮助试点社区有就业需求和就业能

力的残疾人就业， 保持零就业残疾人家

庭动态为零。

同时，贵阳市将大力扶持残疾人创

业就业，继续落实残疾人创业就业扶持

政策，督促检查残疾人优惠政策落实情

况，做到应补尽补；积极争取公共资源、

用工岗位或公益性岗位等安排残疾人

创业就业； 争取各级各类培训资金，对

有劳动能力的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按规

定实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和

实用技术培训，对以“师带徒 ” 、定岗

式、订单式、岗前培训等形式开展的培

训给予鼓励和补助，保障残疾人至少掌

握 1 门技能或技术。

创造更多平等机会 实现残疾人就业梦想

———贵阳贵安残疾人创业就业工作综述

近 年 来 ， 为 推 动 残 疾 人 创 业 就

业 、改善残疾人生活，贵阳市委 、市政

府高度重视残疾人创业就业工作，结

合我市实际出台系列 残疾人创业 就

业扶持政策 ，先后出台《贵阳市同步

小康残疾人创业就业实施方案 （试

行）》《贵阳市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

建设实施方案 （试行）》《贵阳市残

疾人创业就业扶持办法》 等系列扶

持政策 。

这些政策从多个方面对残疾人创

业就业进行奖励扶持， 涵盖自主创业、

吸纳残疾人就业、经营场所租金 、创业

就业及职业技能资质补贴、 贷款贴息、

吸纳残疾人就业社会保险、重度残疾人

创业社会保险补贴、辅助性就业机构和

辅助性就业人员工资补贴、培训补助等

方面，有效调动了残疾人创业就业的积

极性。

今年，贵阳市还印发《中共贵阳市委

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时代残疾人

工作的意见》，对残疾人创业、就业及培

训等作了相关规定， 保障残疾人的就业

权益。

贵阳市高度重视市县两级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建设，各区（市、县）均规范建

有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配齐配强就业服

务队伍，加强服务人员业务培训，为残疾

人就业服务提供了阵地保障和方便快捷

的服务。

各残疾人服务机构充分发挥作用，为

残疾人提供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全方位

精准化的就业服务。坚持网络招聘和现场

招聘相结合，以全国助残日、就业援助月

等为契机，举办招聘会，为企业和残疾人

牵线搭桥。

今年上半年，贵阳贵安共联系用人单位

1100 余家， 收集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

1500余个，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残疾人专场

招聘 54场次，推荐 600余名残疾人就业。

我市大力宣传残疾人就业保障政

策 ， 引导和鼓励用人单位增加残疾人

就业岗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

现残疾人就业与用人单位健康发展 、

互利共赢。 我市用人单位安置的残疾

人逐年增多 ， 根据 2020 年年审情况 ，

全市有 1800 余家用人单位按比例共安

置 4500 余名残疾人就业。

集中就业是残疾人就业的主要渠

道，贵阳市通过奖励扶持 、宣传引导，

鼓励企业创建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基

地、扶贫基地、乡村振兴产业基地、辅

助性就业基地等， 让残疾人到基地就

业增收 ，巩固脱贫成果 。 5 年来，我市

共建成残疾人集中就业机构 80 家，集

中安置或带动约 1200 余名残疾人就业

增收，其中，享受安置残疾人增值税优

惠政策的企业达到 14 家。

为规范盲人按摩机构、稳定解决盲

人集中就业问题，2015 年，贵阳市出台

《贵阳市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实

施方案（试行）》，对符合规范条件的

盲人按摩机构每个补助 5000 元， 每个

床位补助 500 元。截至 2020 年底，共规

范盲人按摩机构 120 余家， 评定星级

机构 27 家， 集中安置视力残疾人 960

余人。

在各类残疾人中，智力 、精神和重

度肢体残疾人就业最为困难。 为推动这

三类残疾人就业，帮助和鼓励他们重拾

信心、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贵阳市鼓励

企业发展辅助性就业机构，对开展辅助

性就业符合补助条件的机构，一次性给

予 5 万元运行补助，机构内残疾人则按

每人每月 500 元的标准给予工资补助。

目前，累计建立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

6 个，帮助 50 余名精神、智力和重度肢

体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残疾人自主择业 、自主创业 、灵活

就业， 是新形势下解决残疾人就业问

题的有效途径 。 我市通过给予自主创

业奖励 、 经营场所租金补贴 、 贷款贴

息、社会保险补贴等，鼓励和扶持残疾

人创办企业、从事农村种养业等，激发

残疾人的内生动力。 5 年来，我市共扶

持和鼓励 1500 余名残疾人自主创业，

提高了残疾人创业就业积极性 ， 帮助

残疾人增收致富。

加强残疾人职业技能技术培训是

提高残疾人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增强

残疾人创业就业能力的主要途径。 我市

根据各类残疾人的特点和劳动力市场

需求 ，积极创新培训方式，实施了 SYB

创业培训、电商微商、网络直播、中医理

疗、基础办公管理、农村实用技术等多

样化个性化的培训项目， 为 2500 名城

镇残疾人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4175

名农村残疾人提供实用技术培训，部分

残疾人通过培训掌握技能后，顺利就业

创业。

■核心提示

让自强不息成为最美风景

——第六届贵阳贵安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侧记

五个项目首次被纳入

全省残疾人岗位精英职业技能竞赛

出台政策 调动残疾人创业就业积极性

A

B

C

建强机构 做好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

多措并举 拓展残疾人就业渠道

D

持续发力 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

选手在参加第六届贵阳贵安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式面点赛。

乌当区残疾人创办的养鸡场。

残疾人学员在清镇市残联养蜂实训基地学习技术。

残疾人职工在修文县省级残疾人就业示范点金康纸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