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机电职院3年向广汽
菲亚特输送120余名学子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马国平） 校企合作， 已成为湖
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成功就业
的秘诀。 最近， 36名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 正式进入该校与广
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合作开办的
第三期“广菲班” 学习。 据湖南机
电职院院长杨翠明介绍， 自2010年
来， 该校已有120余名机电专业学子
进入广汽菲亚特工作。

“广菲班” 是湖南机电职院开
展校企合作的成果之一。 据介绍，
为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湖南机电职
院的校企合作从简单的“合作就业”
走向“合作办学、 合作育人、 合作
就业、 合作发展” 模式。 目前， 该
院已在三一集团、 中联重科、 北汽
福田、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等200家企
业， 建立了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
一批批优秀的技能型人才， 源源不
断地输往各大企业。

以深度校企合作带动毕业生就
业。 2012年， 该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94.7%，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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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李思跃 周后坤） 湖南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简称“省联社”）今天宣布：面向
大学生公开招聘业务员1200名，面向大
学生“村官”公开招聘行社业务员100名。
这是我省农信社连续第8年面向社会大
规模招聘。

自2006年以来，我省农信社累计公
开招聘8500名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才，为

大学生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
招考全程“晒太阳”，确保竞争公平。

省联社2005年成立后，改革人力资源管
理制度，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员工“逢
进必考”。省联社每年统一标准、条件，根
据各县级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农村合作
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简称“行社”）用人
需求，统一组织招聘。 去年和今年，还专
门面向全省大学生“村官”分别招聘100

名县级行社业务员。在招考过程中，笔试
命题、组考、阅卷、成绩查询及面试命题
等工作都由省联社外包给第三方完成，
面试考官和考生面试顺序都由抽签随机
产生，并在指定网站公示拟聘人员，全程
接受社会监督。

员工晋升“无障碍”，确保梦想成真。
省联社出台业务员晋升职员暂行规定，指
导员工做好职业生涯规划。通过考试考核

等方式，去年共有450名县级行社业务员
晋升为职员。据省联社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介绍， 在历年招聘的县级行社员工中，已
有632人已晋升为县级行社中层骨干。

盘活人力资源，农信社活力迸发。与
2005年底相比， 全省农信社现有大学专
科及以上学历员工23541人，占员工总数
的比例由47%提升到71%；30岁以下员
工比例上升20个百分点。

通讯员 向淑芳
本报记者 黄纯芳

最近，在湖南省白马垅强戒所帮
助下，强戒人员吴某终于拿到了和丈
夫离婚时该得的4200余元分割款。

2013年2月，吴某丈夫提出离婚，
当时两人共有近万元财产，丈夫以她
吸毒为由，不愿分割财产。 白马垅强
戒所联系省律师协会为吴某提供法
律援助，最终争取到这笔分割款。

这是白马垅强戒所保障女性戒
毒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一
个例子。

“全员医保”全国首创
为了让戒毒人员充分享受国家

社会保障政策，该所定期与戒毒人员
家庭、地方职能部门衔接，及时帮助
戒毒人员完成社保、低保、医保、廉租
房办理的相关手续。 仅2012年，就成
功对接7起。

张某原系长沙市某药厂工人，

2012年9月， 其所在单位组织办理社
保续接，但由于她在所戒毒，不能办
理相关手续。 该所多次与长沙市社保
局和原单位负责人沟通，最终说服该
单位派专人来所帮张某录入脸膜，完
成了社保续接最关键的一步，两个月
后，成功办理社保续接。

2011年开始， 该所矫治对象已
全部纳入株洲市城镇居民医保体系，
实现了“全员医保”， 此举全国首
创。

“爱心援助基金”扶危帮困
近5年来， 该所通过专项拨款和

捐赠成立了“爱心援助基金”，每年拨
付10万余元，用于帮助家庭困难的戒
毒人员及其家庭应急救助、 子女就
学、春节慰问。

2012年7月14日，益阳籍戒毒人员
胡某两岁的儿子不慎烫伤， 急需大笔
医疗费进行植皮手术。 该所当天即派
民警前往益阳探望，随后募集2万余元
帮助治病，同时积极联系当地民政、医

疗部门， 帮助申请政府补助和费用减
免， 小孩的伤情得到及时治疗和有效
控制。 胡某当年9月出所后，在当地政
府帮助下，自力更生抚养小孩。

为再就业铺路搭桥
女性吸毒人员普遍文化程度低，

加之出所后易受社会歧视，难以就业。
该所为她们再就业积极铺路搭桥。

强戒人员冯某，初中肄业，没有
就业经历。 2012年12月，在所内举办
的就业推荐会上，冯某与株洲市中天
宾馆签订了正式就业合同，当月底出
所后，她直接到该宾馆就业。

为引导强戒人员走自力更生之
路，从2009年开始，该所开展免费职业
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 要求每名戒毒
人员至少掌握一门就业技能，每年700
多人次受惠。 该所还积极与劳动用工
部门联合，定期在所内举办招聘会。 在
刚刚结束的2013年春季招聘会上，又
有12名即将出所的强戒人员拿到了就
业意向书，27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汝 城 300亩“记者林”披上绿装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曹雄清 吴承杰）今天，

曾参加第5批省直新闻单位编辑记者乡镇实践锻炼活动的10名编辑
记者，在阔别9个月后，再次回到挂职锻炼地———郴州汝城，为刚刚
创办的“记者林”植树添绿。

去年4月至6月， 在第5批省直新闻单位编辑记者乡镇实践锻炼
活动中，10名来自湖南日报、华声在线等媒体的编辑记者，来到汝城
县集益、井坡等10个乡镇挂职锻炼。 挂职结束后，他们仍牵挂着汝
城，积极为汝城生态建设等做贡献。在汝城县委书记廖桂生提议下，
这些编辑记者创办了面积300亩的“记者林”。 目前，主要分布在汝
城井坡乡龙湖村、大村村的“记者林”，已全部种上了马尾松、杜樱、
杉树等常绿树种。

前两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1成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邹阳）据省统计局今天
发布的数据，1至2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

1至2月，全省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7%，重工业
增长10.4%，轻工业增加值增速比重工业快1.3百分点。 1-2月，全省
规模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37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增加值
总量居前的行业中，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4个行业增加值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比分别增长24.8%、15.9%、13.5%和11.4%%。

分经济类型看，1-2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国有企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1.3%， 股份制企业增长9.3%，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20.3%。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看好。 1-2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30.1%，增幅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9.2个百分点。

民主党派省委机关表彰优秀妇女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李宁） 3月15日， 湖南

省民主党派省委机关文明办、 妇委会召开表彰会，
对爱岗敬业、 务实创新的机关女职工进行表彰。

7个民主党派省委机关的近100名女职工中， 共
有10人获“爱岗敬业优秀女性” 称号， 她们在我省
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以及参政党机关文明建设中作出
了积极贡献。

各民主党派省委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和省社会主
义学院部分职工近200人参加会议。 会上， 省妇联
主席肖百灵作了 《全球化背景下的性别平等与妇女
发展》 专题报告。

衡阳规范政协委员履职行为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匡玉）近日，衡阳市政协第十一

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衡阳市政协委员管理办法（试
行）》，进一步规范政协委员履职行为。

该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劝辞政协常委职务
或委员资格： 届内累计无故缺席3次或请假6次未参加市政
协常委会议的， 届内累计无故缺席3次或请假6次未参加市
政协全体会议的， 届内累计无故缺席4次或请假8次不参加
市政协组织的调研、视察和各专门委员会、各界别、各委员
小组组织的会议及活动的，连续3年没有提交一件提案和反
映一条社情民意信息的。衡阳市政协主席廖炎秋说，严格管
理政协委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作用。

本报3月18日讯（通讯员 杨石明
记者 郭云飞）从现在起，益阳市启动
志溪河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力争
从今年开始， 通过3年左右时间的整
治，实现志溪河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
标准。

志溪河是资江一级支流， 全长
68.5公里， 流域面积680平方公里，
经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 龙光桥、
新市渡 、 谢林港 、 会龙山等乡镇
（街道） 入资江。 入口位于益阳城区

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2000米范围内，
其河水水质好坏直接影响下游取水
口水质， 事关市民饮水安全。 多年
来， 受流域内工业废水、 物及农业
面源污染等多种因素影响， 志溪河
水体污染严重， 水质已达不到水域
功能区划Ⅲ类水质要求， 河道内及
两侧垃圾裸露， 市民反响强烈。 今

年1月开始， 市有关部门组织相关区
县多次开展调查摸底， 对流域内污
染源进行地毯式排查，研究制订阶段
性工作方案。 市环保局介绍，今年主
要工作包括关停“十五小”企业、治理
废水超标排放、建设截污干管与垃圾
中转站、连片整治农村环境， 并开展
生态恢复和底泥清淤等。

为大学生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

我省农信社8年招聘8500人

张家界4月起可直飞台北
本报3月1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党博） 记者

今日从南方航空公司湖南分公司获悉， 4月15日起， 南航
将开通张家界直飞台北航线。 这是张家界荷花机场首条正
班国际航线， 目前航班已对外售票。

具体航班时间为： 每周一、 二、 五下午15时30分从
张家界起飞， 18时30分抵达台北桃园机场； 从台北起飞
的时间为上午11时35分， 14时40分到达张家界。

3月18日， 施工人员在汉寿县龙
阳镇项目区进行田间排灌主渠衬砌施
工。 入春以来 ,该县农业综合开发部
门积极组织施工人员抢建农田水利设
施, 服务春耕生产。

林宏 李进 摄影报道

高墙内的温暖
———省白马垅强戒所关爱女性戒毒人员掠影

益阳力还志溪河“清白”

■植树添绿·美化家园

吉 首 官兵植树美化营区
本报3月18日讯 （通讯员 刘述光 陈鹏 记者 周小雷） 近日，

吉首军分区组织3000多名官兵及民兵预备役人员参与驻地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的“绿色湘西美丽家园” 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吉首军分区每年都要组织官兵及民兵预备役人员参加义务植
树造林活动。 近10年来， 军分区部队共为驻地植树10万多棵。 同
时， 军分区部队营区绿化美化成绩显著， 营区绿地率60%， 绿化
覆盖率达65%， 连续5年被评为“园林式单位”。

雨花区 爱心人士共植“爱心林”
本报3月18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段萍 陶芳芳）今天，长

沙市雨花区圭塘河畔气氛浓烈，该区“春的希望”爱心助学活动中涌
现出的100名社会爱心人士， 与100位得到一对一帮扶捐助的贫困
学生，在此种下一片“雷锋爱心林”。

据悉，雨花区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开展爱心公益活动，以“冬日
暖阳”、“春的希望”、“爱心一夏”、“秋季义卖” 四个主题对贫困青少
年、失业青年、留守儿童、低保户农民工子女进行爱心帮助。活动采取
结对长期资助和小额现金资助等多种方式。 由雨花区宣传部等主办
的“春的希望” 爱心助学活动自3月初启动以来， 其爱心热线
85880139已累计接到电话800多个，报名的爱心志愿者已达26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