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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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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底，全市新增就业残疾人5354人次，安置新毕业残疾大学生125人次，
培训残疾人2508人次，超前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实现稳定就业是
广大残疾人的迫切愿望。近年来，市残联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
多措并举促进我市残疾人实现充分高质量
就业，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真正
让残疾人体会到社会的“无障有爱”，更加
自信自强逐梦人生精彩。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保障举措

切实为残疾人就业加持赋能

残疾人事业是一项春天的事业，需要
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残疾
人事业，把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改善残疾
人生活品质、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

为更好抓实我市残疾人就业工作，市
残联党组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
当作为，求真务实，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
究残疾人就业工作，分析就业形势，统一
思想认识，研究规律特点，制定方案举

措。在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下，调动
20余个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及时出台《天
津市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2—2024 年）》《天津市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若干
措施》《天津市“十四五”残疾人职业技能
提升计划实施方案》，集中修订《天津市促
进残疾人就业补贴奖励办法》《天津市残
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法》《天津市农
村助残增收基地建设实施意见》，从政策
发力为残疾人就业松绑，从机制着眼为残
疾人就业加持，从能力塑造为残疾人就业
赋能，切实把残疾人就业服务保障网织得
更密、更实、更强。

多措并举创新方法开展活动

真正把温暖送到残疾人心坎儿上

突破传统思维，调动各方因素，打出一
套创新组合拳，推动残疾人就业工作高质量
发展，市残联一直在行动。

今年5月13日，在第三十二次全国助残
日来临之际，市残联会同市委宣传部、市人
社局、市教委、市财政局、市总工会、团市委、

市妇联等部门共同启动了我市“2022残疾人
就业宣传年”活动，吸引10余家新媒体参与
宣传报道，为残疾人就业宣传造势，在全社
会营造了良好的理解、关心、支持残疾人就
业创业的浓郁氛围。

将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站建设从城
区向农村延伸，实现涉农区残疾人辅助性
就业工作站全覆盖，近 300名残疾人在辅
助性就业工作站实现就业梦想。与津贸
投、圆通快递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加强平台
企业、民营企业互动，开展残疾人岗位征
集，实施“圆梦家园”项目，帮助42名残疾人
建立“圆梦家园”驿站，通过云客服安置29
名残疾人就业，开辟新业态，拓展新路径。
通过开展线上直播带岗、录制政策宣讲视
频、微信公众号发布等方式，面向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宣讲就业政策，让用人单位
走到台前，宣传企业、介绍岗位、双向选
择，拓展了残疾人就业服务新模式。

首次组织残疾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开
展“海河工匠杯”天津市第七届残疾人职业
技能大赛暨“十大就业创业标兵”评选活动、
天津市残疾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暨“十大创新

创业新星”评选活动，吸引来自全国27支代
表队的数百名残疾学生参赛，报名竞赛项目
近30个，大大提升了我市残疾大学生就业服
务影响力和知名度，有助于更好地为残疾大
学生就业赋能。同时，联合市教委开展的校
园手语国歌大赛活动，发动22所高校、16个
区教育局、近千名学生参加，形成了一股校
园手语的热潮，更加有利于听障人士与外界
的交流互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个个贴心服务，
真正把温暖送到了残疾人的心坎儿上。
家住武清区大梁镇二百户村的重度肢体
残疾人老毕，就是受益者之一，自从通过
特殊就业帮扶行动，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
工作站成功就业，他的人生都亮了起来。
“我都 50 多岁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我
还能过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拿工资的日
子，觉得生活又有盼头了！”每次说起，老
毕总是难掩激动。

摸清底数精准服务

“一生一策”助残疾人“就好业”

底数清，才能服务明。为真正实施精

准、精细、精确化服务，有效破解就业之
难。市残联专门组织开展全市残疾人就
业需求调查，了解到目前全市未就业残疾
人 6.93 万人次，其中，有就业需求的 4000
余人，为精准就业服务提供了精确数据支
撑。同时，建立残疾大学生精准帮扶档案，
为188名新毕业残疾大学生建立“一生一策”
帮扶档案，为154名有就业需求大学生提供
精准服务，目前，125名大学生实现就业，就
业率达81.17%。

搭建就业服务直通平台，引导残疾
人就业服务机构发挥资源优势，拓展机
构平台服务功能，首批吸引 80 余家民营
企业入驻平台，发布岗位资源 200 余个，
近 400 名残疾人登录注册并发布求职信
息，10 余名残疾人通过平台实现自主式
求职就业，为消除残疾人就业两个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发挥了独特作用。此外，
市、区残联还联合人社、工商等部门举办
144 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组织上千家企
业参与，发布岗位信息 5000 余个，多方满
足残疾人就业需求。

自强方能自立
——记宁河区残疾人创业典型任永喜

用爱撑起“就业伞”
——记天津市宝坻区阳光福乐多助残就业基地

爱心飞扬 助残圆梦
架起残疾人与企业的桥梁
——记残疾人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周围

他的创业“无声”而有力
——记残疾学生创业创新大赛优秀选手陈豪

托起就业梦 让残疾人活出精彩人生
我市多措并举保障残疾人高质量就业成果斐然

宝坻区阳光福乐多

助残就业基地

宁河区残疾人

创业典型任永喜

残疾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优秀选手陈豪

爱众学员韩晓岑和著名音

乐人合唱《让世界充满爱》

周围在和平区爱众

阳光工场生活剪影

创美助残基地的

残疾人在做咖啡2022年，市残联联合多部门开展残疾
人就业宣传年活动，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加
入助残就业帮扶队伍，聚合全社会力量，
为残疾人就业创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天津市宝坻区阳光福乐多助残就业基
地，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用真情和真爱为残
疾人构建起“爱的家园”，支撑起一把就业庇
护之伞，用无私的爱与残疾人平目相视，俯
拾生活遗落的快乐，沐浴在阳光下，一起走
过冬去春来。

为方便残疾人就业，充分满足残疾人
辅助性就业实际需求，在前期投资50多万
元、已有1000多平方米工作厂房基础上，又
自筹资金40万元，在宝坻城区福建风情街租
赁800平方米场地，为残疾人搭建专门辅助
性就业工作站。内设专业工作室、心理辅导
室、康复健身室、作品展览室、文化娱乐室、
学习培训室，走廊设置文化主题宣教专栏，
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康复、培训、娱乐、食宿
等一体化服务。

适宜的就业项目，是残疾人辅助性就
业工作站的支柱。基地负责人田丽超三下
义乌、两上白沟，考察小商品市场，自主开发
设计串珠、文玩、摆件、十字绣等数十种文创
产品，通过基地网络平台直播推送，形成良好
的市场销路，各种文创产品供不应求，为残疾
人持续稳定就业奠定基础。在做好工作站起

步工作的同时，田丽超又因地制宜，利用
身边资源，与学校、宾馆、企业、协会对接，
承接符合企业要求的手工香皂、手工墩布、
灌装洗衣粉业务，签订常年供货和服务
协议，形成稳定供货服务链条，做实残
疾人辅助性就业的稳定器。

为了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
业梦想，提升工作站内生动力，
在综合考察实验基础上，结合
多年探索出的残疾人工作专注
这一特点，工作站又成功打造了
“超有爱”连锁干洗店，租用场地，
配备大型干洗设备，组织残疾人赴厂
家学习洗衣技能，先后建成并运营4处
工作站，就地就近招收56名残疾人入站，
从事收发、干洗工作，残疾人自身实现了就
业，还为工作站创造了利润，为工作站实现
自身良性发展提供动力。

随着工作站的建设发展，在实现残疾
人稳定就业的基础上，工作站把目光投向
残疾人的精神生活。以“阳光家园计划”为
契机，投资10余万元，先后购买了大鼓、手
鼓、电视、功放机点歌台等设备，组织残疾
人接近自然户外活动，积极引导残疾人勇
于尝试新事物，迎接新挑战，增强自信心，
融入新时代。

工作站建成运营一年以来，基地始终保

持 50 多
名 残 疾 人
稳定实现就

业，每月按时为残疾人发放工资，为其中24
名残疾人缴纳社保，10余名残疾人自动退出
低保，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生活。下一
步，基地将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积极
对接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学校、物业公司
等机构，不断扩大产品销售渠道和残疾人就
业渠道，持续保持站内残疾人稳定就业、不
断实现高质量就业，让更多残疾人家庭实
现就业一人、幸福全家的梦想！

2022年，为助力残疾大学生就业，市残
联、市教委首次联合举办残疾学生创业创新
大赛，共吸引全国27支代表队数百名残疾学
生参赛，参赛项目作品近30个，大赛涌现出
了一批优秀的残疾学生创业创新能手。
陈豪，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9 届毕业生。2022
年，凭着残疾学生创业创新大赛的优异表
现，成功入选全国第五届“闪亮的日子
——青春该有的模样”大学生就业创业人
物，他就是从我市残疾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走出的一颗新星。
身为一名听力障碍者，陈豪始终致力于

听障人群可持续就业与赋能，努力搭建就业
平台，让听障人站在与健听人相同的起跑线
上，让残疾群体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多获得
感。毕业以来，陈豪一直坚持坚守在创业创
新的道路上，面对过往成绩和桂冠，他没有
停下创业创新的脚步。市残联、市教委发出

残疾学生创业创新大
赛通知后，他又紧锣
密鼓参与到大赛
中来，为残疾大
学生就业创
业铺路搭
桥，专门
成立了
“意物
设计工
作室”。
通过前期
大量的调查
问卷，准确获
取校园文创产

品需求认可心理价位，深度研发适合大学
生自己的学生礼品。在陈豪的带领和团队
共同努力下，开发设计出刺绣包袋、公仔、剪
纸一系列创新产品，并逐渐打开市场，形成
良好口碑，工作室也从最初的5人一下子发
展到拥有80余名听障设计师的队伍，化身
为天津意物工艺品设计有限公司，开始接受
私人订制、商务礼品、文创设计业务。目前，
在创业创新大赛的牵引下，陈豪研发相关手
工制作教程公开分享，成功与知名电商平台
合作，旅游文创产品销往全国。

面对成绩，陈豪的思想变得更加深远。
初心不变，一心为听障人群体创造更多学习
机会与就业岗位，用艺术让听障人群体有尊严
地融入社会，充分发挥自身社会价值。眼下，
他将敏锐的触角瞄上了中国手工工艺文化、民
间艺术和现代化相结合，通过引进国际时尚和
创意手工元素，探索开发个性化、多样化手工
产品，将创新作品从单一学生礼品拓展到家居
设计、图案设计、饰品设计、玩具设计、产品摄
影等多领域，将创新的舞台延伸到“一带一
路”、世界达沃斯论坛、联合国峰会以及国际大
赛上，引来明星艺人的合作，阿里巴巴、美团、
饿了么等知名平台企业纷纷发来合作意向，成
功推荐百余听障人朋友成功就业。

奋斗在创业创新之路上的陈豪，不断构
建起强大的自信心和创新欲。无论遇到什
么样的困难，都不能轻易放弃；要不断保持
创新的进取心，靠创新赢得人生的机会和未
来。他表示：“意物”一直会经营下去，哪怕
陈豪不做了，也会交棒给其他人来做，未来
的人生是多探索将来的职业生涯发展，愿意
去学习、去探索、去拥抱新知、去挖掘自我潜
能，不断增强自我职业竞争力。

任 永 喜 ，
1972 年出生
于天津市宁河
区东棘坨镇赵本
村，自幼患小儿麻
痹症，致左腿残疾。

在儿时因身体原因没有玩伴，整天在家的土
炕上与之相伴的只有药物、孤单、寂寞……
等到上学了，又总是被小朋友们欺负，渐渐
地他懂得了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能
干的自己干不了，他不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
无忧无虑地玩耍。

辛酸的人生历程，虽然苦难，却始终没
有磨灭人生的信念：一定要学点什么，他要
活着，再难他也要活着，并且要像正常人一
样有滋有味地活下去!

19岁的任永喜在父母的帮助下在村里盖
了个20平方米的饺子馆。他起早摸黑地干，
经过一年的艰难奋斗，到年底时，他居然赚到
了600多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同时，
由于他自强不息的拼搏，感动了一位美丽的
姑娘，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夫妻二人又共同
努力，饺子馆的生意也逐渐好起来。2004年，

他们在村里盖起了二层楼房，把原来20平方
米小店翻盖成400多平方米的自营门店，饺子
馆有了正儿八经的模样，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如今，任永喜夫妻二人在餐饮业坚持了
29年。在他们的坚持坚守和精心经营下，饺
子馆迎来了年营业额20余万元的好势头，固
定资产达到100万元，饺子馆的环境卫生、菜
品质量、服务水平都有了极大改观，发展成
为镇域内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是残疾人自主
创业的模范和榜样。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会很好!

只要坚持!就一定会看到雨后的彩虹!”这是
任永喜的座右铭。他坚信，创业者没有先后
之序，没有大小之分，没有残全之别；他们虽
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只要心中有梦，一丝不
苟地去追求，就一定会成功的，就一定会创造
出奇迹的。他，一个平凡的人，他要在创业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希望他的事迹
给所有身患不幸的残疾人一个启示：弱者不
是残疾人的代名词，怜悯和同情不是他们的
期待，创造与奉献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

他表示，他一定不辜负各级政府对他的
期望，他争取把事业办得更好，并开辟出更
多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残疾人得到就业，
带领更多的残疾人，走出一条自强创业的新
路，为创建和谐社会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提起我市知名的助残志愿者组织——
天津市爱众公益志愿者服务中心，不得不提
起它的发起人周围，周围是她的名字，她也
是周围残疾人的“贴心人”。1970年生人的
她，已经年过50，但还坚毅地奔跑在志愿助
残的路上。

2018年，在得到天津市残联、和平区残
联支持下，周围带领着爱心团队在和平区成
立了我市首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
和平区爱众阳光工场。

她与多位专业老师研发了崖柏香薰、
手工香皂、工艺插花等多元化适合残疾人
参与制作的文创产品，帮助残疾人全力回
归社会；还请到大学思政课的老师为残疾
人开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讲座，在这个伟大的
新时代残疾人更不能缺席。就此，和平区
的残疾人拥有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学
习、交流的场所，还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
得报酬。为了适应有一定计算机水平的
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并服务滨海新区
残疾人就业，多方筹措资金，爱众在
滨海新区开办了以教授计算机设计
及电子商务为主的助残培训基地，
目前已经和几十家滨海新区企业
签订了订单用工意向。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是一项
兜底民生工程，直接涉及到最困难残疾
人的切身利益。在周围和团队不懈的努
力下，将残疾朋友月收入提升到享有我市
最低工资和五险，让残疾人生活更加殷实、

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
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残疾人仍然是一个弱势群体，尤其
对于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的这个
群体，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迫
切。“助残圆梦”同样是周围的梦想。在
得知韩晓岑有唱歌的爱好后，周围时常
鼓励他在合适的场合多展示自己的特
长，并特意为他找来专业的声乐老师进
行辅导。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韩晓
岑不但成为了爱众才艺表演活动中
的一颗新星，更在今年六月举办
的天津市第十四届残疾人歌唱
大赛上获得了全市三等奖的好

成绩。对韩晓岑来讲，是爱众实现了他
长久以来的音乐梦想。

天津市爱众公益志愿服务中心运营将
近4年以来，周围利用一切资源在我市12个
区设立了爱众助残基地，完成就业安置500
余人，帮助农村残疾人130余人。在受疫情
影响的三年间，周围号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为全市各区防疫部门捐赠保暖物资3000余
箱，价值13万余元。

总结过往，聚力向前。爱众公益将进
一步高质量发展残疾人事业，促进残疾人
全体发展和共同富裕，保障残疾人的劳动
权益，助力残疾人实现人生价值，提升残疾
人的幸福指数。通过解决一个残疾人就
业，解放一个残疾人家庭。既减轻了家庭
的照护负担，也提高了经济收入。与全国

人民共同富
裕，共享更
加美好的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