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马鞍山市妇联创新服务——

唱 响 和 谐 的 旋 律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王昌牧

近年来，马鞍山市妇联坚

持搭桥梁、织纽带、重服务，

团结带领广大女性农民工就业

固家、创业兴家、互助守家、

和谐旺家、美德育家，形成了

小贷创新、含山模式和维权4.0

经验，唱响了和谐韵律。

2008 年，安徽医科大学妇幼保健专
业毕业的 80 后女大学生张小燕，毅然放
弃了南京一家大公司销售经理的职位，
来到马鞍山创办赛瑞斯母婴服务中心，
但苦于资金短缺，发展屡屡受挫。后
来，在马鞍山市妇联等部门的帮助下，
她开办了早教中心、月子护理中心，打
造出马鞍山家庭服务业的一个新亮点。

如今的她，共有 3 个家政公司和 1
个儿童娱乐公司，员工达 130 人，年营
业额 600 多万元。张小燕的成功，是对
马鞍山市妇联组织帮扶妇女成功创业就
业的一个最好诠释。

送岗位“就业固家”
2015 年春节刚过，家住花山区濮塘

黄里村的邓帮琴就接到一个电话：“我是
妇联的工作人员，后天我们将在街上搞

‘ 春 风 送 岗 位 ’ 招 聘 会 ， 有 空 来 参 加
吧。”一直想在家门口就业的邓女士说，
接到这个电话，她心里感觉暖暖的。

每年春节前后，总有很多女性农民工
返乡，她们一直希望能就近就业，这样就
能兼顾家庭。马鞍山市妇联紧抓这一时
段，连续 13 年与多家单位联手，常态化开
展“春风送岗”活动，旨在让更多的女性能
够就近“就业固家”。仅去年，就组织专场
招聘会 43 场，为 6500 名妇女提供免费服

务，成功介绍 4200名女性就业。
与此同时，全市各级妇联组织重视

对农村妇女劳动力、返乡女青年和转移
就业妇女“一技之长”的培训，有针对
性地开展家政服务、育婴员、服装缝
纫、餐饮服务等实用技能培训，做强了

“皖嫂”家政等品牌，带动数千名城乡妇
女就业。5 年来，共举办家政、月嫂、
育婴员培训班 270 期，培训妇女 2.1 万
人，成功推荐上岗 6000 多人次，服务
家庭 3万户。

送资金“创业兴家”
当涂县湖阳乡镇庵村农村妇女韦杏

花是远近闻名的“蟹司令”。初中毕业的
她一直有创业梦想，把目光瞄准了螃蟹
养殖。通过几年的磨练，螃蟹养殖渐渐

步入正轨，她便想扩大规模，可首先遇
到了资金上的困难。就在此时，妇联组
织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为她提供了 5 万
元贴息贷款，加上自有资金，她共投资
15 万多元，承包了 30 亩蟹塘，开展规
模化和标准化养殖。韦杏花说：“有娘家
人妇联相助，我有信心不断扩大养殖规
模，带动更多的姐妹们发家致富。”

今天的马鞍山城乡，像韦杏花这样
靠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这把“金钥匙”和
技术培训圆了创业梦的女性有近 8000
人，间接带动近 4 万名妇女走上就业和
再就业之路。

马 鞍 山 市 妇 联 主 席 许 才 珍 说:
“2009 年，我们率先在安徽启动针对妇
女创业的小额贷款工作，历经探索形成
了‘培训+贷款+创业’三位一体的服务

新模式，把有创业意愿的妇女带上路、
扶上马、送一程，有力推动了妇女小额
担保贷款‘贷得出、用得好、收得回’。
截至目前，共发放妇女创业小额贴息贷
款 6.4 亿元，到期贷款综合回收率达到
99.98%。我们还争取省级以上妇女创业
扶持专项资金 387 万元，引导妇女建立

‘徽姑娘’农家乐、女子专业合作社等各
具特色的创业就业示范基地 71个。”

邻帮邻“互助守家”
对于丈夫常年在江苏常州打工的含

山县清溪镇太平村的留守妇女凌梅梅来
说，刚刚过去的 10 年，“除了爱人不在
身边，日常生产生活跟他在家时一样轻
松，还找到了致富新途径”。

这份轻松来自于“留守妇女互助
组”。这项源自于需求、发端于基层，实
现了留守妇女在生产上相互帮助、生活
上相互扶持、情感上相互依靠、安全上
相互关照的“含山模式”，已在全国广泛
推广，有效缓解了全国 4700万留守妇女
群体面临的留守困局。

如今，这个源自马鞍山的“含山模
式”有了升级版，农家妇女领办创办合
办“徽姑娘”农家乐、女子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各类经济实体，吸引带动了外
出打工的“半边天”纷纷返乡就业创业。

重传承“美德育家”
2014 年 5 月，一场题为“让女儿在

公益中感受成长”的网络访谈在马鞍山
反响热烈，刚刚荣获全国“教子有方最
美家庭”的傅强家庭做客人民网，与广
大网友交流分享科学教子经验。傅强是
安徽省无偿献血爱心第一人，曾参与组
建多个志愿者服务队，爱人裴春梅是市
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成立了安徽
省第一家中学生心理志愿服务队。这个
以奉献社会为美德的最美家庭，不仅把
女儿傅雨辰培养成为全国美德少年，也
感染着广大网友和“诗城”的千家万户。

近年来，马鞍山市妇联以寻找“最
美家庭”活动为抓手，开展“好家风
伴成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传承夫妻
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勤俭持
家、邻里互助的家庭美德，引导广大家
长和儿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取得丰硕成果。

新 疆 若 羌 县 离 库 尔 勒 市
500 多公里，教育资源匮乏，学
生外流严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
华山中学是兵团的一所重点高
级中学和国家现代教育技术实
验学校，师资力量强，教育理念
先进。

2014 年 7 月，华山中学与若
羌县签署联合办学协议，向若羌
县中学输送先进的办学管理模
式和教学经验。

2014 年 9 月，华山中学选派
栾雪辉副校长和张玉华老师到
若羌县中学担任校长和副校长，
把华山中学成熟的办学理念、科
学的教学方法、先进的管理制度
带 到 了 若 羌 县 中 学 的 教 学 工
作中。

联合办学期间，若羌县中学
先后有 60 余名教师前往华山中
学进行交流学习体验。老师们
从教研活动、信息化应用到校园
文 化 建 设 等 进 行 全 方 位 学 习 。
同时，20 多名华山名教师来到
若羌县中学开展讲座、培训、上
示范课等交流活动，向若羌中学
输送成熟的办学理念、先进的管
理制度。

若羌县中学校长栾雪辉说：
“我们通过开展‘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活动，推进全员晒课、精品课程设立、教学能
手工作室建设等，有力提升了若羌县中学教师队伍的
教学水平。”若羌县中学还与华山中学实现了远程互动
授课备课、考试、教辅等教育资源的全方位共享。

若羌县中学还分批选派了 220 余名学生前往华山
中学进行交流学习体验，让学生们感受华山中学优良
的校风、浓厚的学风和严格的管理，同时把这些感受、
体会与其他师生分享，在若羌县中学营造浓厚的学习
风气，树立良好的校风。

通过联合办学，华山中学和若羌县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广邀名师优教开设 36 个音、体、美特长班，
补齐特色教育短板，让孩子们享受高质量教育带来的
实惠。

联合办学结硕果。2015 年高考，若羌县高考本科
率上线达到 72.52%，比 2014 年的 32.6%提高了近 40 个
百分点。中考成绩也大幅度提升，还辐射带动了若羌
县各小学的教学质量提高。

若羌县委书记党峰说：“兵地联合办学，为若羌县
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启了新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今后我们将坚持‘一盘棋’的思路，继续走联合办学的
路子，不断拓展兵地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开创兵地融合
发展新局面。”

近年来，华山中学还先后与焉耆回族自治县第一小
学、库尔勒市第三中学、马兰基地中学、皮山农场学校
等多所中小学校签署了深度合作协议，通过积极参与
学校管理、指导课堂教学、引导校园文化建设等，帮扶
地方薄弱学校提高教学质量。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

兵地共建促教育质量提升

本报记者

马呈忠

△ 马鞍山市

妇联举办的家政

服务技能大赛现

场，选手们各展

所长。

▷ 市妇联连

续 13 年开展“春

风送岗”活动。

本 报 记 者
白海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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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夏津县康捷饮料厂
福州思方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大成贸易有限公司
漳州市圣万鑫日用品有限公司
福州龙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创炭业有限公司
龙海市广昕食品有限公司
福安市泊霖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福建日日兴贸易有限公司
晋江市宏兴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漳州市玖喜食品有限公司
福建天地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福鼎市三园科奥电子有限公司
枝果(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亮尚食品有限公司
荷玛国际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优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兰州美食嘉商贸有限公司
陇西誉达花茶有限公司
通渭县清源食品生产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广都商贸有限公司
靖西活力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玉林蓝田食品有限公司
广西碧海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广西恒优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平乐县圣山石崖茶厂
昭平县城厢粮油管理所
广西岑溪市顺丰果菜有限公司
巴马御享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南宁万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丝丝情缘商贸有限公司
广西览众山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春蕾南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东方盐场
海南绿丰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库县兴北纸制品分装加工厂
沈阳蓝风商贸有限公司
沈阳鑫奇思食品有限公司
沈阳九龙河有机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沈阳市万金兴达米业加工厂
法库县桃山老窖酒厂
石家庄市西玛吉食品有限公司
满城县海昌造纸厂
保定市满城县恒达造纸厂
徐水县足宝鞋垫厂
鹿泉市福清食品厂
河北沧华园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磁县欣旺肉制品有限公司
沧州凯达食品有限公司
邯郸滏荣制药有限公司
衡水老烧坊酒业有限公司
衡水富顺祥酒业有限公司

69580578
69580579
69580580
69580581
69580582
69580583
69580584
69580585
69580586
69580587
69580588
69580589
69580590
69580591
69580592
69580593
69580594
69580595
69580596
69580597
69580598
69580599
69580600
69580601
69580602
69580603
69580604
69580605
69580606
69580607
69580608
69580609
69580610
69580611
69580612
69580613
69580614
69580615
69580616
69580617
69580618
69580619
69580620
69580621
69580622
69580623
69580624
69580625
69580626
69580627
69580628
69580629

衡水德泉酒业有限公司
东莞理想电子有限公司
普宁市欧曼雅服饰有限公司
五华县华福工艺有限公司
陆丰市东海楠联日用品厂
佛山市英皇世家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源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容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迪睿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黎娜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盈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适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邦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益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狮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裕瑞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谊雯食品厂(普通合伙)
上海福润得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欣科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纽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世博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达欧进出口有限公司
优米拉(厦门)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尚美达纸业有限公司
厦门旺太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美尔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江都区颖峰体育用品厂
宜兴市龙池山生态畜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辣得舒食品有限公司
宿迁市绿蔬园蔬菜专业合作社
泗洪县陈圩乡宜萱纸业销售门市部
徐州黎明食品有限公司
邳州市戴庄镇康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常州市紫荻包袋有限公司
苏州百慧华业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泽之群家电产品研发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安思危应急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塔卡塔图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旭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如东超强洗涤剂厂
烟台盐业公司海产养殖分公司
优居碧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济南铖宇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奕竺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幸哲床上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一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昊旭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浩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博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森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巅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展魅旅游纪念品有限公司

上海鑫茂食品有限公司
橘然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香取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际城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豫香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哈森鞋业有限公司
艾普(上海)纺织品有限公司
太仓宝青儿贸易有限公司
连云港健美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康洁丝绸服饰有限公司
宿州市盛旺调味品厂
淮南市志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青岛指南针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源盛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漯河益峰食品有限公司
漯河雨润果缘食品有限公司
安阳市新东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俊杰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关东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市福瑞食品有限公司
汕头市美雀精化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谷饶倩斯佳文胸针织厂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帝曼琪制衣厂
廉江市廉城嘉达皮具商行
新疆精杞神枸杞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廉江市椰林灭四害专用制品厂
翁源县野山寨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乳源瑶族自治县瑶乡茶业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汕头市伊斯缇内衣实业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外砂联顺毛织厂
揭东县雅棉日用品有限公司
长春水月泉饮品有限公司
德惠市百河养生食品有限公司
新疆伊犁佳和乳业有限公司
喀什鑫林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市同旺养殖专业合作社
新疆迪亚尔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疆加罕巴格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努尔乐维吾尔医科技有限公司
奎屯华晨食品店
阳泉市碗扣盘食品厂
山西康欣益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紫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尼德尔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炜烨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佐丹尼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亿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营口凯龙汽车养护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膳美贸易有限公司
江油市菜家园酿造厂
江油市鸿鑫食品有限公司
绵阳市乖乖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岳县鑫源柠檬制品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阳食品有限公司
古蔺县鸿发面条加工厂
泸州肖家宴酒类有限公司
广汉市尚得利食品有限公司
广汉市好友电器厂
绵竹赵君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威远县金川玉食品厂
西藏圣香海螺民族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宁强县老羌寨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靖杨绿色果蔬有限公司
四川魔力科技有限公司
清镇市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鼎盛茶业有限公司
贵州天地人和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遥远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遵义卤香源卤制品厂
贵阳市金氏食品有限公司
贵州古安南茶业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镇圣窖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金阳新荔园食品厂
贵州省仁怀市煜兴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给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酱花香酒业有限公司
贵州龙腾耀世酒业有限公司
毕节市七星关区中阳食品有限公司
兴义市白龙山泉有限公司
通海县嘉芳怡纸制品厂
云南省个旧绿水河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藏家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云南圣草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魅力汉道制药有限公司
云南宏林食品有限公司
云南宣威金汁玉液酒厂
砚山县天天纸业制品厂
重庆少玉家禽专业合作社
重庆曙荣电器机械厂
重庆悠哉日用品厂(普通合伙)
重庆市星泉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希怡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雪峰商贸有限公司
陕西德宏堂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市蓝田县冯家村禽业专业合作社
户县耕岩坊种植专业合作社
旬邑县自来水公司
拉萨稞源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琨腾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平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海原县亨通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海原县顺成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玉香三院食品加工厂
华润雪花啤酒(宁夏)有限公司

银川市兴庆区超丰食品经销部
深圳桥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开源通信有限公司
深圳市童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德合食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恺达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玖品可食鲜花有限公司
深圳原汁源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步步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虎之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壹车坊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祺瑞祥健身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炬腾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丝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冠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奇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如意源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益生靓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活丫丫(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健安丰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科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金天伦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二十四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贝克斯(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盛世昆仲(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印象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鲁视领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寿阳县利尔康食用油脂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长祥乐腊味加工厂
珠海大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禹德酒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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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000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只需拨打 4007000690号码，您提出的问

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出的是疑

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诚！

商品条码前缀码不表示商品的原产地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厂商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