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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员小贾准备给客户配送商品店员小贾准备给客户配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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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心智障碍者就业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任

何人都要通过就业来得到收入，心智障碍者也同样可以通过就业获得收

入，从而自立，帮助减轻社会性保障的压力，且收益比救济肯定要高。

心智障碍者就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减少救济支出，另一方面也减少

了对人力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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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辅导员崔明明就业辅导员崔明明（（右右））指导店员结账指导店员结账。。店员进行店面清洁店员进行店面清洁。。

可以自己送货的小贾可以自己送货的小贾1
“小贾，先坐地铁 1号线到朝阳门，到了找张老师，东

西送到后就回来，我们等你吃午饭。”8 月 24 日，记者走
进位于莲湖区的西安市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西侧，一
家名为陕西慧灵芈图公益便利店时，王秀梅正在叮嘱
着正要去送货的店员小贾。

正要去送货的这个孩子是一名心智障碍者，不光小
贾，这个超市里一共 7名员工都是心智障碍者，还有帮
助他们工作的就业辅导员。

心智障碍，是指在发展期间（未满十八周岁），智力功能
显著低于常态，同时伴随有适应性行为方面的缺陷。就业
辅导员，就是对心智障碍者提供一对一的就业培训，并跟随
其到就业单位手把手地进行指导，直到他们能独立工作。

陕西慧灵社会企业部负责人王秀梅介绍：“这种订

单我们也接，开通这项服务主要是让学员能有更多接
触社会的机会，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近到便利店
后面的小区，远到高新区锦业路，多家爱心企业和个人
定点前来慧灵芈图公益便利店采购货品，就是想让在
这里工作的青年能够有更多锻炼和成长的机会。

为积极响应政府、残联推动残疾人就业创业政策，
满足心智障碍人士及其家长需求，帮助心智障碍人士拥
有多元化、正常化的就业机会，2019年 4月由莲湖区残疾
人联合会主导，提供场地及政策支持，陕西芈图连锁超
市有限公司提供管理及技术支持，以慧灵心青年就业需
求为核心，开始着手筹建慧灵芈图公益便利店，作为智
障人士辅助性就业基地，这里主要为心智障碍人士打造
一个就业实训基地，成为企业所需人才的输出地。

越来越自信的小张越来越自信的小张2
走进便利店，面积不大，但是十分敞亮，各类商品琳

琅满目，日用品一应俱全。身穿统一工装、戴着相同标
志牌的工作人员，正在各个岗位上忙碌着。

“我已经训练过好长时间了，现在迎宾语已经练得
很熟了，理货、防损也都可以。”20岁的小张说，他每次
看到有顾客进门，都会热情地问候，虽然话语不够清
晰，但是声音足够响亮。2020年 6月，小张来到慧灵芈
图公益便利店。一开始，他不太愿意和人沟通，后来
慧灵芈图公益便利店的就业辅导员崔明明每天上班
抽时间都会教一些基本礼仪、理货培训等知识，慢慢
的，小张越来越自信了，店里来顾客时他还会主动询

问顾客需要买什么。“我很喜欢这里，不仅得到了锻炼，
还可以凭借劳动赚钱。”小张开心地笑着。

智障人就业分为两种形式，分别是庇护性就业和支
持性就业。目前，中国主流的智障人就业模式为庇护
性就业，比如在工厂里进行集中工作。而支持性就业
则是由专业的就业辅导员在竞争性场所为智障人士
提供训练，以增进他们的工作能力和与同事的互动。
慧灵芈图公益便利店采用的是支持性与庇护性相结
合的模式，让心智障碍人士有一个真实的就业实训环
境，通过一系列的岗位培训、实际操作，从而真正实现
上岗就业，获得经济收入。

““真心对待真心对待、、平等接纳平等接纳，，就足够了就足够了””3
自 2019年 6月慧灵芈图公益便利店正式开业，有效

解决心智障碍人士的就业问题，便利店设有收银员、理货
员、库管、配送、店面清洁等岗位，店内工作的心智障碍
人士每月能得到 1000元左右的劳动报酬。截至目前，已
累计为 14名心智障碍者、6名肢体障碍的青年提供就业
实训，其中 7名心智障碍者已经获得外出就业机会，融入
社会，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增强了自信，减轻了家庭
的负担，成为推动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的典范。崔明明
说，超市未来还将继续扩大规模，吸纳帮助更多的心智
障碍者融入社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接纳这个群体。

陕西慧灵社会企业部负责人王秀梅平时和店员们相
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很多人都问我，和心智障碍的孩

子们相处有没有什么技巧？我觉得没有什么技巧，只要你
真心对待、平等接纳，这就足够了。”王秀梅说，慧灵芈图公
益便利店的包容性比较强，可以给残障人士提供一个无障
碍的就业环境，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在
这里，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价值和潜能。

正如店员工作服身后写的“价值 希望 自信 融合”，
便利店的运营理念、服务模式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
与支持，帮助心智障碍者感受到工作带来的快乐，可以
更加有尊严、有自信地在生活的路上一路前行。 11

本报记者 鲜康 摄影报道

“我每天帮助农
户在网上销售农副产
品，还要帮助他们发
布需求信息。”在安康
市岚皋县城甘竹坝汤
守清的网店里，汤守
清这样介绍道。

2015 年，他回到
家乡在岚皋县城开办
了一家电商，把村民
的“ 土 货 ”拿 到 网 上
卖，实现了网上热销，
帮助当地农户致富。
现在电商小店生意风
生水起，年销售额突
破200万元。

廖霖 摄

本报讯（王涛 龙宛辰）8月24日，西安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目前西安企业职工退休线上审批
已进入试运行阶段，相关单位在办理职工退休时，在线上
通过档案核验、审批两个环节，便可轻松办理退休业务。

按照市人社局《关于做好 2021年西安市企业职工养
老保险退休预报工作的通知》要求，在线下办理了退休
预审的人员，在办理档案核验业务时，各单位可登录“西
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办大厅”，选择“档案核验
申请”模块，在该栏目中填写提交职工基本信息，上传已
通过预审的《西安市企业职工退休审批预报表》。其中，
提前退休人员须上传完整的人事档案资料。市人社局
将在 5个工作日内在线反馈核验结果。

对于尚未办理退休预审的人员，各单位在办理档案
核验业务时，请登录“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
办大厅”，选择“档案核验申请”模块，填写职工基本信
息。提前退休人员须上传完整的人事档案资料。提交

档案核验申请后，各单位通过“退休预
报”微信小程序预约后，到西安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大厦（雁塔区建工路 28A
号）7011室办理职工人事档案核验业务。市人社局现场
反馈核验结果并在信息系统中予以确认。

通过档案核验后，各单位可在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当月，登录“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办大
厅”，选择“退休审批申请”模块，提交职工的退休资格审
批申请。市人社局将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格审批。
各单位可在系统内打印职工退休审批表，无需再办理打
印退休汇总表业务。

按照国家及我省工作要求，西安市将全面实行提前
退休“申报单位+人社部门”的“双公示”制度。各参保
单位在申报特殊工种岗位职工提前退休前，应按照指定
格式要求，在职工工作场所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
示，并注明人社部门举报方式。

线上也能办退休啦

西安企业职工退休线上审批试运行
服
务
台

服
务
台

据新华社电 “十三五”时期，我国适龄儿童国家
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 90%以上，控制和消除
重大地方病的县（市、区）接近 100%，在防控疾病致
残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这是记者 8 月 24 日从中国残
联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共同举办的第
五个残疾预防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专家表示，
眼下要不断提升全民残疾预防意识，重在关注残疾
预防大于治疗。

此外，据发布会介绍，在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
碍致残方面，孕前健康检查率达 96.4%，产前筛查率达
81.1%。在减少伤害致残方面，与 2016年相比，2020年
我国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起数下降 39.8%、死亡人数下
降 36.3%，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下降 22.4%。在改

善康复服务方面，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残疾
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达到 80%以上。

“相关工作有效减少、控制了残疾发生、发展，促进
了健康中国建设。”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表示。

8 月 25 日是全国第五个残疾预防日。此次发布
会还介绍了第五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相关安
排。此次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是“加强残疾预防，促
进全民健康”。

本次活动将着力宣传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帮助儿
童、青少年、新婚夫妇、孕产妇、婴幼儿家长、老年人、高
危职业从业者、伤病者及残疾人等人群认识、了解常见
致残原因，学习掌握实用残疾预防知识、方法，提升自
我防护能力，远离致残风险。

专家呼吁“残疾预防大于治疗”

新修订的《陕西省全民健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将于 9月 1日起正式施行。为增进社会公众对《条例》的
了解，8月 24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条
例》的主要亮点和贯彻实施等进行介绍。

全民健身要力促全民参与
全民健身活动要实现人人受益，必须要先实现人人

参与。省人大在立法调研中发现企事业单位、基层社
区等一些好的做法，在群众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以及
促进家庭和谐、邻里关系和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需要通过立法予以固化。据此，《条例》规定，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推广普及广播体
操、工间操；有条件的，可以定期举办职工运动会等健
身赛事活动。居民委员会应当举办覆盖广泛、灵活多
样、便于参与的社区运动会等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以
家庭为单位参加的经常性、趣味性健身活动。村民委
员会应当结合农村生产劳动和生活特点，组织开展农
民丰收节、农民运动会等全民健身活动。

有效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问题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恰逢十四运会在我省

举办，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条例》相关规定，我省将
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通过搞

活动、强组织、优服务，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健身需
求。一串数字勾勒了未来我省全
民健身工作的蓝图：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城乡居
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
以上人数比例超过 91.2%；5 年补
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有效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问
题，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平方米以上；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农村公共体育设施覆盖率
基本达到 100%。

龙舟毽球舞龙舞狮有望成立单项协会
民间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将实施的《条例》明确，要推广各类民族民间民俗运
动项目。我省将鼓励促进成立各级民间传统体育项
目协会，包括龙舟、毽球、舞龙舞狮、风筝、拔河、跳绳
等单项协会。推进“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进镇
村、进社区”等推广普及活动，厚植民间传统体育项目
发展基础。同时，推动各市、区精选一至两项民间传
统体育项目，精心打造形成品牌赛事活动，多措并举
推动我省民间传统体育传承发展。 （刘雪妮）

《陕西省全民健身条例》9月起施行
5年补齐全民健身设施短板

本报讯（李媛 薛亚楠）8月 19日至 22日，我省西安
市、汉中市、安康市等多地遭遇强降雨，蓝田县境内部
分交通、电力、通信中断，勉县城区发生内涝，出现大面
积停电，多处塌方，交通受阻，造成部分商贸企业受灾
受损，群众生活受到影响。

灾情发生后，省商务厅密切关注汛情灾情，持续
监测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提前督促各市区保供企业
加大生活必需品物资储备。组织各市县商务部门开
展地下商场、超市安全汛情排查。全省商务系统市场
保供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及时发送暴雨预警信
息，提前通知保供企业做好防范准备，提醒督促位于
地下和地势低洼、靠近河边的商贸企业迅速采取相关
防护措施，备足备全防汛物资。

据全省 172 家必需品样本企业监测数据显示，上

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运行平稳，价
格总体稳中有降。11 大类生活必需品平均零售价格
与前一周相比呈 2 涨 6 降 3 平态势。粮食、食用油、
肉、菜、禽、蛋、奶制品、食糖、食盐、水果和水产品平
均批零价格基本稳定，猪肉价格平稳，蔬菜价格小幅
下降，鸡蛋价格小幅上涨。强降雨期间，市场秩序稳
定，物资运输顺畅，商品供应充足，主要生活必需品批
零价格和批发交易量没有明显异常波动。

发生灾情的市县商务部门及时启动应急保供预
案，主动与企业沟通联系，做好转移撤离工作，全面摸
排和掌握商贸企业受灾情况，开展隐患排查和险情处
置，帮助企业防汛救灾。截至目前受灾的 19 家商贸
企业均已排除险情，16 家恢复正常营业，3 家企业因
水电气问题尚未营业。

汛期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稳中有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