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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帮扶 助残筑梦
我省积极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
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周 静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今年是残疾人就业宣传年，主题是：就业优先，
平等共享。第 32 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残
疾人就业令人关注。伴随经济发展，我省越来越多
的残疾人加入创业的浪潮，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
我价值。
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各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我省不断
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培训服务、拓展就业渠道，残疾
人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相关指标位于全国前
列。目前，全省已形成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
带头安置为示范引领，残疾人按比例就业、集中就
业、个体就业、辅助性就业和灵活就业多管齐下的残
疾人就业格局，为广大残疾人在现代化和共同富裕
道路上
“一个都不掉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残联组织的残疾人招聘会现场

擦亮浙江助残工作的
“金名片”
强化兜底 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残疾人招聘会现场

“微笑”蛋糕传递无声力量
特惠保障

何幼定，视力残疾，
绍兴“蘑菇大王”、桃花
源蘑菇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

构建残疾人就业政策体系

杭州玫隆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烘焙企业。公司旗下的
“可莎蜜兒”烘焙连锁品牌有一
款
“微笑蜜儿”
蛋糕，
深受消费者欢迎。很多人不知道，这款
蛋糕上的“笑脸”是“无声车间”的聋人伙伴亲手绘制的，这
种“微笑的力量”通过聋人伙伴的手传递给更多的人。从
2009 年起，玫隆食品有限公司共招募了近 300 名聋人伙
伴，目前企业内共有 46 位聋人在生产车间、
“可莎蜜兒”门
店的不同岗位上工作。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聋人伙伴也
在岗位中不断锻炼和提升自己。他们在玫隆学习成长，结
识了很多新朋友，有的也在这里和爱的人相识、相知，走入
婚姻的殿堂，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在玫隆，聋人不是“特殊
群体”，他们和其他伙伴一样，在企业里努力实现自己的人
生价值。
在浙江，各种特惠扶持政策也在传递着
“无声的支持和
力量”。我省将残疾人就业工作纳入各级就业与民生保障
工作大局，
将符合条件的持证残疾人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出台残疾人就业特惠扶持政策。实施残疾人就业“新政”，
充分用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杠杆功能，发挥安排残疾人就
业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作用，助力残疾人就业创业。
“十三五”
期间，我省组织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13.2 万人次，城
乡新增残疾人就业 6.8 万人，根据 2021 年监测，有劳动能力
和就业意愿残疾人就业率达到 96.51%。
我省在全国各省（区）中率先实施残疾人公务员单招单
考制度，
出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残疾人工作指南，建立国有
企业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机制。2015 年以来，通过单招单
考新增残疾人公务员 89 人，新增事业编
制残疾职工 179 人。发挥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示范引领
作用，带动更多用人单位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截至 2021 年底，全
省残疾人按比例就业人数达 8.47
万，居全国前列。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仁爱之心”、践行助残责任“初心”。
走进该公司近 900 平方米的“残疾人
之家”，内设工疗作业、康复健身、培
训教育、医疗服务等区块，无障碍厕
所、食堂、浴室及休闲公园、篮球场等
设施设备齐全，安置了精神、智力和
重度肢体残疾员工 70 多人，配备管
理人员 11 人、专职医护人员 2 人。
以“心手相连”爱心助残服务联络站
为基础，建立了党建、维权、康复、文
体、博爱、志愿者等六大网络，
通过实
施“支部结对、党员助残、志愿者服
务”等项目，对“残疾人之家”进行全
方位的赋能提升。
“ 我特别喜欢公司

的氛围，喜欢跟大家在一起，周末也
要待在公司……”
“残疾人之家”
的小
伙子小李开心地说。
以上场景是我省持续推进残疾
人辅助性就业机构——
“残疾人之
家”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浙江连
续 4 年将“残疾人之家”建设列入省
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在全国首创星级
管理制度，
率先出台
“残疾人之家”
省
级服务标准；
实现专业化服务、
多元化
运营、品牌化发展。截至 2021 年底，
全省共建成规范化
“残疾人之家”
1341
家，
为2.74万名智力、
精神和其他重度
残疾人提供辅助性就业等庇护服务，
成为浙江助残工作的
“金名片”
。

提升职业技能奋斗创造未来
精准施策 实施更加优质就业服务
顾琳聪，台州温岭
人 ，2020 年 获 全 国 残
疾人岗位精英赛 3D 打
印 第 一 名 ，自 己 开 办
3D 打印店。

“助残共富”新模式精彩纷呈
多措并举 拓展残疾人多业态就业
在政策上，我省全面落实残疾人集中
就业企业税费优惠、社会保险费补贴、超比
例安置奖励等政策，首次发布残疾人集中
就业企业百强榜，稳定巩固我省残疾人集
中就业传统优势。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共
有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 2128 家，落实增值
税退税 39.04 亿元，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
5.8 万人。我省残疾人集中就业人数居全
国前列。
综合性国际供应链集成商圆通速递坚
定实施“圆梦行动”，探索新时代“助残共
富”新模式。2021 年，圆通速递和中国残
联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施
“圆梦行动三年
计划”
，打造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下残疾人就
业创业、共富新模式。未来 3 年，圆通将依
托网络优势和产业优势，通过“圆梦家园”
和“云客服”两大平台，解决两万名残疾人
及其家属就业创业。
被圆通人称为全网“最有温度”的项
目——
“圆梦家园”，依托圆通在快递、终
端、商贸等方面的资源及网络优势，
打造残
疾人就业、创业的新平台。截至目前，
“圆
梦家园”覆盖全国 30 个省、区、市，超过
1600 家，并将逐步覆盖全网。此外，公司
在全国各大省会城市展开试点，打造标准
样板店。仅在浙江，就建成了超过 100 家
“圆梦家园”，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贡献圆通力量。
立足实际，浙江坚持传统行业与新兴
业态统筹推进，推动残疾人按比例就业、集
中就业、辅助性就业、个体就业创业、居家
灵活就业等协同发展。
我省将符合条件的盲人按摩诊所纳入
医保定点，组织开展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
试，全省盲人按摩机构达到 1120 家，从业
盲人按摩师 4000 余人。大力实施电商助
残计划，组织开展全省残疾人网络直播大
赛 ，从 事 电 商 就 业 创 业 残 疾 人 达 1.9 万
人。支持残疾人投身文创产业、非遗传承
就业创业，
扶持残疾人钢琴调律、有声书籍
朗读等新业态就业。引导支持海亮集团、
可莎蜜儿、星巴克等爱心企业创办融爱星
面馆、西式面点、手语咖啡等门店，开辟更
多残疾人就业平台。其中，由海亮集团与
浙江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打造的心智
障碍青年支持性就业项目“融爱星面馆”，
已在省内开设 15 家就业实体，致力于为大
龄心智障碍人士提供就业岗位开发、就业
技能培训、就业机构运
营、继续康复等就业服
务，实现心智障碍群体
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
达到自主生活和社会适
应的目标。

推进数字化改革赋能，实施“1+
7”残疾人就业服务机制集成改革，
系统整合就业创业需求、岗位供给等
各类资源。强化以就业转化率为导
向的培训机制，扩大政府购买培训服
务规模，
全面落实残疾人免费职业技
能培训政策，完善用工企业残疾人岗
前岗中转岗培训补贴制度。全省设
立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112 个，年培
训残疾人 2 万人次以上。坚持“一人
一策”实施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服
务，有就业意愿应届高校残疾毕业生
连续两年实现 100%就业。探索推
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先行市、先行区
试点，建设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
基地。建立
“选、育、赛、用”全链条培
养残疾人技能人才机制，创新“爱心
导师”师带徒模式，培养高端技能人
才。近 5 年我省有 23 名选手获全国
技术能手称号，52 名选手获省级技
术能手称号，在全国大赛中摘金夺
银、展现感人风采。
杭州知味观作为国有老字号企
业，在企业建立促进残疾人按比例就
业的工作机制，履行社会责任，体现
国企担当。十余年来，企业摸索技能
岗位残疾学生课岗证赛一体化工作，
累计安排 180 余名残疾人就业，累计
有 40 余名聋人员工取得中式面点职

业资格证书。企业组建了聋人员工
参与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安排聋人员
工外出进行技术交流，参加杭州市党
群服务中心技能展示，选送优秀聋人
技术骨干参加省市各级技能大赛，取
得优异成绩。下一阶段，企业将与浙
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牵头筹建省内
首个聋人产业学院，
整合省内残疾人
院校和残疾人用工企业，更好地做好
残疾人就业工作，
唱响工匠精神时代
强音。
时代赋予重托，奋斗创造未来。
根据“做好重点群体就业”的重要指
示精神，
省残联以实现全省残疾人兄
弟姐妹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目
标，将深入落实残疾人就业扶持政
策，持续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不
断提升就业服务质量，稳步扩大就业
岗位供给，
推动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
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