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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斌
3月18日， 省委宣传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详细发布了今年将组

织开展的 “欢乐潇湘”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和 “雅韵三湘” 高雅艺术
普及计划。

两大系列活动， 群众性和专业性相结合， 旨在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提高人民文化素养， 积极培育文化消费市场， 繁荣发展
我省文化事业。 其规模之大、 覆盖之广， 前所未有， 体现出省委、
省政府对群众文化生活的高度重视， 是文化强省战略的实践之举。

素有深厚湖湘文化底蕴的三湘大地， 历来是一片文化沃土。 文
化既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和动力， 又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亮点和窗口。 在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 人民群众生
活需求已经由生存型、 温饱型向精神型、 享受型转变。 读书、 看
报、 上网、 听广播、 看电视、 参加社区文化活动等精神文化生活由
原来的生活调味品， 变为不可或缺的 “一日三餐”， 成为民生重要
内容。

既然是 “一日三餐”， 就要不断地翻新 “菜单”， “丰俭” 由
人， 老少咸宜。 既要有 “便餐”， 如读书看报、 电影放映、 书画活
动等， 让老百姓随时享用； 又要有 “大餐”， 如送戏下乡、 文艺晚
会等， 让群众大快朵颐； 还要有 “套餐”， 如今年即将举行的两大
系列活动。 通过各种搭配， 切实保障老百姓的文化福利。

近几年， 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不断加大， 农家书屋、 乡
镇文化站、 广播电视村村通、 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席卷三
湘四水。 不过也要看到， 乡镇、 村一级公共文化场所 “铁将军” 把
门的现象十分突出。 期待通过这两大系列文化活动， 带动我省多形
式文化活动的开展 ,也期待文化场所创新服务形式 ,提高服务效能，
为群众文化的 “一日三餐” 烹调出美味佳肴。

本报记者 周月桂

“今天雨大，货不好送，再联系。”3
月17日，长沙，春天里的一场大雨下得
声势浩大。记者致电韵达快递公司快递
员唐启利预约采访时，对方这样回复。

傍晚时分， 唐启利终于有空了，一
身迷彩服已经湿透。 在这个星期日，他
冒着大雨送了上百个邮件。

30岁的唐启利戴眼镜， 神态诚恳。
唐启利觉得自己在快递员中算是比较

“尴尬”的：送快递的一般是20岁左右刚
从学校出来的80末90后， 或者是没有
一技之长的40岁左右的中年人，而唐启
利高中毕业后在深圳打工多年，回湘前
在一家电子设备公司做生产管理，因成
家后要照顾家庭才辞职。

“这些经历，正是我的优势所在。”
唐启利说。

2011年，邵阳小伙子唐启利来到了
完全陌生的长沙。“送快递门槛低，收入
也还不错，是进入长沙、熟悉长沙比较
好的途径。” 唐启利的第一份工作是给
中通快递公司在长沙城北的一个营业
点送快递。

但很快，唐启利发现，送快递门槛
虽然低，要做好做长久却不容易。第一
份工作只做了几个月，因为老板经营不
善，小营业点倒闭了。唐启利却因此积
累了初步的经验。

2012年，他与两位老乡合计买了一

台面包车，承包了韵达快递公司长沙开
福北站公司的一部分业务。业务范围在
长沙浏阳河以北、捞刀河以南。

这一区域并不是长沙繁华地段，韵
达这家快递公司在这一带的业务也开
展得不好，因此才会“大方”承包给唐启
利。快递员的收入来自两部分，收件和
送件，其中送件1元钱一个，收件则相对
收入高些。刚开始时，唐启利与老乡一
天送200多个送件， 却只能收到三四个
收件。

唐启利开始努力开拓业务。“以前
打工时主要是管生产，跟外界打交道比
较少；现在需要提升自己与社会各阶层
打交道的能力了。”在送货中，因他诚恳
友善，经常顺手帮些小忙，如给老人家
扔个垃圾什么的，一些老人很愿意找他
收件送件。渐渐地，唐启利有了一些固
定客户，除小区居民外，还有数个淘宝
卖家以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
人员，有的单位还把公文、邀请函等交
给他发。

如今，唐启利与老乡一天可收到上
百个快件。 算下来，3人每月进账可达
1.8万元左右。

业务迅速发展， 工作也越来越忙。
早晨6时，要起床去中转站拿送件。由于
这一带较少企业和写字楼，送件分散在
各小区居民家中，每一个送件都要打一
通电话，多数要爬楼梯，因此200多个送
件3个人分头送也得忙上大半天。 每到

电商集中搞活动的时候，光是送件就从
早到晚忙不赢了。去年“双十一”之后半
个月，每天都要送300多个送件，连吃饭
都顾不上了。

送完件，还要把收到的收件拿到中
转站发出去。发件从晚上9时开始。发完
件，一般已是晚上10时到11时了。

“辛苦倒不怕， 但送快递是有风
险的。” 唐启利说， 快递员交通工具主
要是电动车， 方便， 费用低， 面包车
只有在天气特别差或者邮件特别多时
才用。 电动车穿街过巷， 其实很不安
全， 而且容易丢失。 去年冬天， 唐启
利就连车带货丢了一万多元， 全部要
自己负责。

有时候还会遇到难缠的客户，太年
轻或不善沟通的快递员，往往因此会发
生口角，导致被投诉罚款。不过唐启利
却从来没有被投诉过：“做任何事，其实
都是做人；我工作到位，又有一定的社
会经验，善于沟通，任何情况都是可以
妥善解决的。”

唐启利业务发展顺利，还萌生了创
业的想法。“别看轻快递员这个工作，这
一年多打拼我获益很多：熟悉了长沙市
场，加强了与外界的沟通能力，
积累了物流管理相关经验，还
结识了一批各行各业的熟人。
尤其是从中看到了电商和物流
业发展前景， 下一步我就打算
从这方面着手创业。”

周月桂

在电商的带动下，快递业迅速发展
起来。随着邮件数量增加，快递员工资
也在水涨船高，坊间传闻快递员月收入
高的可达万元。

不过，人们往往只看到光鲜的高工
资， 却忽略了快递员高强度的工作。骑
着电动车四处奔波， 楼上楼下送件、取
件，一天下来非常辛苦。有的快递员为
争取时间多派件， 连午饭都吃不上。快
递员基本没有休息日，一年到头除了春
节有假，其余时间风雨无休。因过于辛
苦，大多数快递员都干不长，这也导致
快递员紧俏。

但同样送快递，有人赚得多，有人赚
得少，除所在区域电商是否繁荣外，就在
于个人是否用心了。 如果能确保零投诉
的同时，给客户提供力所能及的“增值服
务”， 不断开拓自己的业务和熟人圈，这
样就能在同样的岗位收获更多。

■当“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春季招工与就业探访

唐启利， 快递不仅是跑腿
■记者感言

快递高薪不好拿

调制好群众文化“一日三餐”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欢乐潇湘”人人乐
“雅韵三湘”品位高

我省今年将组织两大重要文化活动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记者从今天在长沙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获悉， 我省今年将组织两大重要的文化活动， 即“欢乐潇
湘”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和“雅韵三湘” 高雅艺术普及计划， 丰富全
省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欢乐潇湘”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包括大型群众文艺汇演、 湖南
省第三届全民广场舞大赛。 各市州将分别组织一台群众文艺晚会，
参加9月的全省决赛， 届时会评选100个优秀群文节目和8个组织工
作奖， 及20个“最受网络观众喜爱的节目”。 第三届全民广场舞大
赛将在14个市州进行海选和半决赛， 然后在长沙举行总决赛。

“雅韵三湘” 高雅艺术普及计划于3月至12月实施， 分为“雅
韵三湘·艺苑金秋” 高雅艺术展示月、 “雅韵三湘·舞台经典” 中外
优秀舞台艺术演出专场、 “雅韵三湘·音乐经典” 湖南音乐季、

“雅韵三湘·好戏连台” 省会周末剧场、 “雅韵三湘·艺动校园” 高
雅艺术进校园5部分， 演出剧目涵盖歌剧、 芭蕾舞、 交响乐、 昆曲、
话剧等众多艺术门类， 计划演出162场。

两大活动均由省委宣传部牵头， 省文化厅、 省教育厅、 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等单位参与主办。 是近年来我省组织的演出规模最大、
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群众文艺和高雅艺术普及活动。 活动专业性和
群众性相结合， 参加“欢乐潇湘”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的要求是群众
文艺团队， “雅韵三湘” 高雅艺术普及则突出艺术水准， 所有门票
均坚持低价位。

依托邮政储蓄网络服务三农
中邮人寿落子湖南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朱智 邹靖方 通讯
员 刘园园） 中邮人寿保险今天开始落子湖南。
今天上午，中邮人寿湖南分公司在长沙揭牌。该
公司将填补我省农村保险市场没有理财险种的
空白。

湖南邮政经营代理保险业务已有10多年
历史，且发展势头强劲，在湖南银保代理市场，
尤其在农村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中邮人寿
在湖南发展业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作为中邮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13家省级分公司，中邮
人寿湖南分公司将充分依托湖南邮政现有的
2032个金融网点，1390多个邮政三农服务站，
1628个投递部，以及庞大的投递员队伍，开展
人寿保险业务。

据了解， 该公司目前开展的业务主要是以
广大老百姓买得起、买得到、买得值的保险产品
为切入点，在全省首批开业的1678个网点推出
富富余、贷贷喜、绵绵寿、禄禄通四大系列的六
款理财产品，其中，中邮富富余1号等两全保险
是为满足客户对人身保障和资金保值增值的双
重需求而推出的五年分红型两全保险产品，让
客户有保障、抗风险、收益多、更划算。

副省长韩永文今天上午会见了中邮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光。他指出，中邮人
寿扎根湖南农村市场， 在服务地方经济和促进
农民稳定增收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同
时发挥保险的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职能， 对推
动湖南新农合建设等将产生积极影响。

前两月全省地税
收入超180亿元
同比增长9.46%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熊巍昱） 据省地税局今天发布的数据， 1至2
月全省地税收入同比增长接近1成， 反映我省
经济今年开局良好。

1至2月全省地税共入库各项收入181.53亿
元， 同比增长9.46%， 其中政府计划口径收入
入库171.57亿元， 同比增长8.17%； 税收收入
入库163.25亿元， 增长7.35%， 教育费附加入
库8.32亿元， 同比增长27.10%， 其他入库9.96
亿元， 增长37.76%。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钟默） 省地税局局长吕兴
胜在近日召开的全省地税稽查工
作会议上提出，今年地税稽查工作
的重点，就是突出抓大案要案的查
处，有力打击偷税漏税的违法犯罪
行为，确保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和

建立良好的税收秩序。
今年， 我省各级地税机关将

突出大案要案查办， 抓重点破难
点， 力争年内查处一批在社会上
有反响的案件。 将特别注重通过
加强纳税评估和税收经济分析，
切实加大重点行业、 重点区域、

重点企业的税务稽查力度。 高度
重视案件分析， 对企业偷逃税的
症结、 征管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
税收政策漏洞进行深度分析， 提
出意见建议， 实现查整结合， 把
稽查促管、 促廉、 促改工作落在
实处。 按照“有权必有责， 用权
受监督” 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制
度建设， 坚持用制度管权， 按制
度办事， 靠制度管人， 使税务稽
查的权力运行始终得到制约和监
督。

日本湖南发展促进会
来湘考察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 日本湖南发展促进会
（日本湖南总商会） 会长、 湖南省海外联谊会理事袁正平访湘团一
行来湘考察。 晚上，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会见了访湘
团。

日本湖南发展促进会 （日本湖南总商会） 此次来湘， 主要是参
加省海联会举行的海联三湘 （郴州） 行活动。 该活动自2007年开
始， 今年是第七届。 海联会共有445位理事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
区， 日本湖南发展促进会 （日本湖南总商会） 作为第一个境外考察
团来湘， 将于19日赴郴州考察， 正式拉开此次活动的序幕。

李微微说， 希望日本湖南发展促进会 （日本湖南总商会） 进一
步搭建桥梁， 宣传推介湖南， 积极推动两地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共
赢。

袁正平说， 日本湖南发展促进会 （日本湖南总商会） 将联合更
多关心湖南发展的人士， 为推动两地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三月春光好 本周雨水多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雨后初霁， 经

历了昨天的大雨后， 今日长沙颇有些神清气爽。 气象专家称， 本周
湖南多阴雨， 19日至20日、 22日至23日先后有两次降水过程， 需
关注降水对春播的影响。

本周三我们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之春分。 春分时节， 三湘大地春
暖花开， 莺飞草长， 宜农作、 田间管理、 观光出游等， 大家可尽享
美好春光。 与此同时， 雨水增多， 雷电、 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多发， 需加强防范。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合分析， 预计未来一周湖南多阴雨天气。
19日至20日受南支波动影响， 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降水天气
过程； 21日省内天气短暂好转； 22日至23日省内又将出现一次降
水天气过程。 专家提醒， 目前冷空气活动依旧频繁， 请注意“春
捂”。

本报记者 沙兆华

【故事】
“你知道长沙最低工资标

准吗？ 用工单位如果说月薪
面议， 你要提防用工欺诈行
为……”

3月7日上午， 长沙人才市
场门前， 刘志祥忙着为前来求
职的人发放劳动保障常识宣传
单， 不时提醒他们要提高维护
自我劳动权益的意识。

36岁的刘志祥是桃源县
人，16岁跟家人外出打工，10年
打工经历启发他： 农民工需要
有一个互助组织， 他摸索着在
广州和杭州 成 立 农 民 工 组
织———“工友俱乐部”， 并做得
有声有色，2011年他被评为“湖
南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工”。

2011年9月，刘志祥带着梦
想回到了家乡， 在长沙政和社
会工作发展中心当一名专职社
工。闲暇之余，他在长沙县星沙
镇泉塘社区发起成立了首个外
来务工人员组织“长沙工之友
家园”。

当年底，一位名叫田满玉的

工友向刘志祥哭诉哥哥田昌贵
患职业病的辛酸。田昌贵在湘西
一家黑矿工作才1年， 就出现了
不能讲话、行动迟缓现象，经过
确诊为“锰中毒”，矿老板说3万
元“私了”，被激怒的田满玉开始
为哥哥讨公道，但迟迟没有得到
妥善处理，他决定上访。

刘志祥阻止他说：“这个问
题不是上访能解决的， 我们有
《劳动法》，你去搜集证据，然后
上法院。”

田满玉豁然开朗。 为了使
田满玉的证据有法律效应，刘
志祥又为田满玉请了一位律
师，在律师指导下，田满玉将矿
老板告上法庭。经法院判决，矿
老板全额赔付田昌贵医疗费和
生活费， 田昌贵被送进医院接
受治疗。

田满玉认为“工之友家园”
不愧是工友之家， 他现在也成
了这里的志愿者， 为其他工友
提供帮助。

【感言】
刘志祥： 我只想为农民工

工友们多做点事， 为社会传递
温暖。

今年地税稽查重点：

抓大案要案查处

2月份居民消费
价格环比上涨0.7%

食品类价格上涨1.8%
居住类价格上涨0.2%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肖建生 ）据国家统
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数据，2月份湖南
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7%，同比上涨2.1％。

与上月相比，2月份湖南八大类商品价格呈
“六涨一降一平”态势。食品类价格上涨1.8%、交通
和通信上涨0.5%、居住类价格上涨0.2%、娱乐教
育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0.2%、家庭设备用品及维
修服务类上涨0.1%、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
0.1%，烟酒类下降0.2%，衣着类与上月持平。

2月份， 湖南鲜菜价格与上月相比下跌
1.1%。主要原因是2月份中、下旬气温偏高，对
蔬菜生长有利，本地叶类蔬菜上市量增多，从而
拉动中、下旬整体菜价明显下降。

2月份，湖南肉禽及制品价格与上月相比上
涨3.2%。如长沙市五花肉、无骨鲜猪肉分别为
每公斤26.64元、26.68元， 与上月比分别上涨
4.6%、1.5%，鲜黄牛肉为每公斤74.44元，与上月
比上涨4.9%。 价格上涨的原因是由于春节前
后，市民消费肉类及加工品需求上升，引起价格
上涨。水产品价格也上涨明显，全省水产品价格
与上月相比上涨4.9%。湖南干鲜瓜果价格与上
月相比上涨5.8%，主要原因是春节期间，消费
需求量大幅增加。

———我身边的“活雷锋”
凡人善举

“工之友家园”温暖农民工

3月18日， 施工人员在高空作业。 衡茶吉铁路安仁段日前完成铺轨,进入供电线路的架设施工阶段。
何炳文 摄

刘志祥 （右） 在长沙人才市场为前
来应聘人员发放保障劳动权益的宣传
单。 沙兆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