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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先行精准施策 加大深
度贫困县就业扶贫工作力度

为实现到2020年促进2.5万名贫
困劳动力就业这一目标，省人社厅下
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深度贫困县就业
扶贫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加大工作
力度，精准施策，使符合条件的贫困
劳动力得到就业政策扶持，有就业意
愿的贫困劳动力得到免费就业服务，
为每名有培训愿望的贫困劳动力提
供一次免费的技能培训，确保“零就
业”贫困户至少一人实现就业。

为推动就业扶贫工作，全省各地
就业与人才服务系统与相关部门合作，
对农村贫困劳动力进行摸底调查，建立
贫困劳动力实名登记台账，准确掌握贫
困劳动力的就业失业状况、技能水平、
培训需求等情况。通过调查发现，缺少
专业技能是制约贫困劳动力脱贫的主
要因素。为此，全省就业和人才服务系
统从提升贫困劳动力专业技能出发，抓
实技能培训，加强创业培训，让贫困劳
动力尽快掌握脱贫技能。

按贫困劳动力需求开展培训，对
在乡贫困劳动力开展大棚蔬菜、电商
孵化等中短期实用技术培训，对可外
出务工贫困劳动力开展就业技能培
训和劳务品牌培训，对具备一定创业
条件的贫困劳动力开展创业培训。

按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培训，根据
当地及周边企业的用工及岗位需求，
采取进村入户、电话联系等形式，有
针对性地组织有培训需求的贫困劳
动力开展订单、定向、定岗培训。

实行项目培训，向政府认定的培
训机构整建制购买就业技能培训或
创业培训项目，为贫困劳动力免费提
供就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

据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陈
绍宏介绍，全省各地积极贯彻落实省
人社厅文件，实施技能脱贫行动。我
省10个深度贫困县结合当地实际，采
取有效方式面向有培训需求的贫困劳
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推进农
村劳动力远程培训，取得了明显成效。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培训一
人致富一个家庭

“给婴儿洗澡时要把门窗关上，
进行物品准备，采用七步洗手法洗净
双手……”11 月 7 日下午，在凌源市
劳动就业局举办的母婴护理师培训
班上，冯亚红面对考试，完整准确地
回答了相关问题并进行了示范。

冯亚红是凌源市沟门子镇胡杖
子村的建档立卡户，家庭收入主要靠
种地和打零工。听说凌源市劳动就
业局面向贫困劳动力举办免费的母
婴护理师培训班后，她早早就报了

名。“月嫂收入不低，就是在县城，雇
月嫂也得花六七千元。”

凌源是全省深度贫困县之一。
为促进闲置在家有培训需求的农村
妇女就业增收，凌源市劳动就业局举
办了母婴护理师培训班。据凌源市
劳动就业局负责人介绍，凌源市母婴
护理师培训师资力量雄厚、课件体系
成熟，凌源月嫂已经形成了品牌，在
省内乃至北京都很有市场。

冯亚红发现，想成为一名合格的
母婴护理师，必须掌握大量专业知识
和专业技能。培训期间，她同参加培
训的姐妹一起认真学理论、做笔记，希
望通过考试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为保

证培训效果，让参加培训的学员牢固
掌握专业技能，凌源市劳动就业局延
长了培训时间，将常规的10天80课时
的培训增加到20天160课时，包括10
天理论学习和10天实践，让学员既有
理论水平又有实操经验。

像凌源市这样面向贫困劳动力
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今年在朝阳市
的各深度贫困县持续开展。为充分
发挥职业技能培训在开展就业扶贫
中的作用，朝阳市制订下发了《关于
开展精准扶贫职业技能培训有关问
题的通知》，提出对符合培训条件、有
培训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
免费培训，同时提供交通补助和伙食

补助，以减轻贫困人员的经济负担。
截至目前，朝阳市共培训精准扶贫人
员 8733 人，其中建档立卡人员 2243
人，并为之提供相应的跟踪服务和就
业安置，以确保培训一人、就业一人、
脱贫一人。

创业师资培训 为打好就业
脱贫攻坚战再添动力

为大力推进深度贫困县的创业
工作，进一步加强深度贫困县创业培
训师资队伍建设，10月31日至11月9
日，由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办，
凌源市人社局、凌源市劳动就业局承
办的全省深度贫困县创业师资培训
班在凌源举办，为打好深度贫困县就
业脱贫攻坚战再添动力。

此次培训班是我省第一次举办
的深度贫困县创业师资培训班，将我
省优秀的创业培训师资力量输送到
最基层，旨在为深度贫困县培养一批
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操经验的创业
培训师，提升创业培训师资队伍素
质，推动当地为有创业意愿的人员开
展创业培训，发挥创业培训在创业带
动就业中的引领作用。

“这次创业师资培训专门针对深
度贫困县的实际和需求，侧重返乡
创业、精准脱贫进行课程设计，案例
选择也切合实际，非常接地气，就是

为了让学员不仅听得懂，还得用得
上。”担任讲师的国家级创业培训师
郑伟说，培训包括创业培训的技术
标准、创业质量评估体系等内容，培
训结束后，还会向学员提供后续支
持和指导。

参加全省深度贫困县创业师资
培训班的学员来自锦州、阜新、铁岭、
朝阳、葫芦岛5个市的10个深度贫困
县，不仅有就业系统管理人员、高校
及中专教师，还有创业孵化基地的负
责人和创业者。10天时间里，学员系
统学习了SYB创业项目介绍、培训教
师职责、教师培训实操手册、肢体语
言表达技巧等内容。朝阳伙伴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丹为自己争
取到了一个培训名额：“我本身就是
一名创业者。通过培训，提升了自己
的理论水平。我希望成为一名合格
的创业培训师后，能够把自己的创业
经验分享给创业者，给他们更专业、
更系统的指导。”

培训一名劳动者，致富一个家
庭；培养一名师资，带动一片创业。
通过职业培训实现精准扶贫，提升师
资队伍水平助力创业，全省各地就业
和人才服务部门把技能培训作为推
进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脱贫的主要
抓手，为开展就业扶贫输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让贫困劳动力更加自信地奔
向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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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贮冬藏。在我省10个深度贫困县，秋收后的农民
没有冬闲，而是忙着为自己进行知识和技能储备。

赋闲在家的农家妇女走进教室，一边学习专业技
能，一边进行职业规划；有创业意愿的贫困户聚到一起

参加创业培训，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走上致富路，大步奔小康。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为落实好《辽宁省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年)》，全省就
业和人才服务系统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加大人社扶贫力度，增
强人才智力支撑贫困地区脱贫的能力，在全省深度贫困县开展就业
扶贫，确保有职业培训需求的贫困劳动力都有机会接受职业培训，
确保有意愿的贫困家庭学生都能接受技工教育，帮助建档立卡农村
贫困劳动力通过就业创业实现脱贫增收。

抓实技能培训 助力脱贫攻坚
——省就业和人才服务系统开展技能扶贫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徐铁英

元首外交发挥重要引领

这次会晤是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
11月北京会晤以来的再次聚会，也是
今年 3 月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升级以
来，两国元首继两次通话后的首次面
对面沟通。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晤
后说，双方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进行
了两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远远超出
了预定时间。会晤十分成功，达成了
重要共识，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
系指明了方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阮宗泽表示，这次会晤凸显了元首
外交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战略
引领作用，向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
表明中美双方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

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是对中美关系
的“再确认”。

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在互惠互
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
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两国元首还
将通过访问、会晤、通话、通信等方式
保持密切交往，并适时再次进行互访。

阮宗泽表示，“推进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这一新提法
表明，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双方会重回
协调沟通、通过建设性对话管控分歧
的轨道，而这也是中美近四十年交往
积累的重要经验。同时，这一提法强
调“稳定”也表明双方合作要有延续
性，避免反复或单方面行动。

“可以预料，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之
间会增加交往的频率和方式，更好地发
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阮宗泽说。

经贸摩擦“摁下暂停键”

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就经贸问题
进行了“积极、富有成果”的讨论，并达
成共识，停止升级关税等贸易限制措
施，包括不再提高现有针对对方的关
税税率，及不对其他商品出台新的加
征关税措施。

专家认为，这一结果对中美双方
都有利，相当于给目前的经贸摩擦

“摁下了一个暂停键”，有效阻止了经
贸摩擦的进一步扩大，为双方合作共
赢开辟了新的前景，而且有利于中美
两国各自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有利
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符合各国
利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陈凤英认为，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此次会晤也提出双方要利用好这
一窗口期，协商解决彼此间分歧，拿出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避免贸易摩
擦再度扩大或者重燃战火。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金灿荣看来，此次会晤的一个显著
成果是双方领导人避免了贸易争端升
级波及双边关系更多领域。双方能在
剑拔弩张的情况下“斗而不破”，向世

界传递出积极信息，表现出两国的成
熟，也展现了领导人的智慧。

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
稳定发展

再过不到一个月，中美即将迎来
建交四十周年。受访专家表示，四十
年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无数次证
明，中美合作才能双赢。越是在遇
到问题、受到干扰的时候，双方就越
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合作的方向往前
迈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所长滕建群认为，大国间难免出现矛
盾，不能指望一次元首会晤就解决根
本问题，但只要双方能够对话协商，展
现诚意，就不会对两国关系和彼此发
展造成太大障碍。这次会晤也为未来
两国妥处分歧奠定了基础。

专家表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
大于分歧，合作的需要大于摩擦。只
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精神，照顾彼此
关切，以平等的态度认真对话，就可以
找到合作共赢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推
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记者 白洁 伍岳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解读中美元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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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2月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
并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发展、经贸问题等达成
重要共识。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处于重

要关头的一次关键会晤，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作出
了规划，指明了方向。

经过数周的精心准备，在奥地利生活两年多的中国大熊猫龙凤胎“福
伴”“福凤”将于12月2日踏上回乡的旅程。得知它们要回中国的消息，很
多熊猫“粉丝”12月1日专程来到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在雪中与这对熊
猫宝宝道别，其中包括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夫妇。

图为12月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
夫妇看望熊猫。 新华社记者 刘 向 摄

奥地利总统看望即将
返回中国的大熊猫龙凤胎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日电
（记者孙丁 徐剑梅） 美国白宫 1
日说，总统特朗普将偕夫人梅拉
尼娅出席前美国总统乔治·赫伯
特·沃克·布什（老布什）的国葬。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老布什
国葬将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的国家大教堂举行，相关事宜正
在安排中。不过白宫并未透露国
葬举行日期。

特朗普发布总统公告说，为表
达对老布什的哀悼，已下令白宫、
公共场所、军事设施等降半旗 30
天。此外，特朗普还宣布12月5日
为国家哀悼日。

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
利斯出访的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在
很多场合见过老布什，“他是一个
了不起的人，将会被怀念。他有着
充实的人生，堪为楷模”。

特朗普夫妇将出席老布什国葬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2月2日
电（记者陈文仙） 以色列警方 2
日宣布，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信公
司腐败案即“4000号案件”中涉嫌
贪腐，建议起诉内塔尼亚胡。

同时，以色列警方还建议起诉
在该案件中涉嫌贪腐的内塔尼亚
胡妻子萨拉·内塔尼亚胡，以及贝
泽克电信公司前控股股东沙乌
勒·埃洛维奇及其妻子。

以色列警方和以色列证券管
理局当天就该案件调查结果发表
联合声明。以色列警方在声明中
说，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足以起诉内

塔尼亚胡和其他相关人员。警方
建议起诉内塔尼亚胡及其妻子在
该案件中涉嫌贿赂罪、欺诈罪和背
信罪。

警方说，内塔尼亚胡涉嫌与贝
泽克电信公司控股股东进行利益
交换，并收受贿赂；内塔尼亚胡在
政府层面做出有利于贝泽克电信
公司的政策调整，而贝泽克电信公
司旗下新闻网站则为内塔尼亚胡
和妻子发布正面报道。

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否
认警方对他和妻子的指控，并指出
警方的建议起诉“没有法律依据”。

以色列警方建议起诉内塔尼亚胡

美联社报道，巴黎中心区 12
月 1 日遭遇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
重的城市骚乱，示威者点燃汽车、
打破窗户、洗劫商店，在巴黎地标
性建筑凯旋门涂鸦。

示威者与警方在香榭丽舍大
街、杜伊勒里花园等地发生冲突，
后者被迫使用闪光弹、催泪瓦斯和
高压水枪。

警方说，已经逮捕大约 300
人；大约110人受伤，包括20名安
全部队成员。

巴黎中心区大部分地方截至

1日下午依然戒严，市区超过20个
地铁站因为安全原因关闭。警方
封锁所有通往凯旋门的道路，要求
可能受骚乱影响的商铺提前关门。

骚乱发生时，法国总统马克龙
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出席G20峰会。他在记者会上谴
责暴力。马克龙 2 日早晨返回法
国，将召集部长紧急开会。

马克龙先前说，他理解民众因
为油价上涨而不满，但不会因为

“暴徒”而改变政策。
据新华社专特稿

巴黎发生骚乱致伤百余人

墨西哥当选总统洛佩斯12月1日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宣誓就职，并
发表就职演讲。

当天上午，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在
墨西哥众议院举行。洛佩斯从前任总
统培尼亚手中接过绶带，宣誓就任墨
西哥总统，任期 6 年。随后洛佩斯发
表就职演讲，表示将兑现竞选承诺，其
中包括开展边缘人群医疗项目、学生
奖学金、老年与残障人士支持计划、创
设100所公立大学等，他还谈及能源、
反腐等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以及美
国副总统彭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
世、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
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出席权力交接
仪式。

洛佩斯现年65岁，先前两次竞选
总统失败。在今年7月举行的总统选
举中，隶属于国家复兴运动党的洛佩
斯作为“我们一起创造历史”竞选联盟
的候选人，获得超过53%的选票，赢得
总统选举的胜利。分析人士指出，洛
佩斯提出的反腐等竞选主张契合选民
心理，这是他获胜的主要原因之一。

洛佩斯在众议院发表就职演讲
时，承诺解决腐败和暴力问题。“政府
将不再是一个向贪婪的少数人提供服
务的委员会。”他声明，将以“零容忍”
态度处置政府腐败，官员们不可以像
以前那样，“做掠夺（社会）的帮凶”。

综合新华社电

洛佩斯宣誓就任墨西哥总统
誓言打击腐败、消除贫困和暴力，让墨西哥“重生”

墨西哥当选总统洛佩斯12月1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讲。图为12月1日，在墨西哥首都墨
西哥城，洛佩斯在宪法广场参加庆祝活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