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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5月30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下发《关于做
好2019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我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正式启动，
符合条件的考生5月31日起可报名。

记者在《通知》 中了解到， 除了符合我省
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报名条件的普
通高中毕业生、中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
中）毕业生可以报考，符合报名条件的退役军人
和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也可以
报考。本次高职扩招报名的考生不参加6月份组
织的全国统一高考。同时，已参加2019年我省
统一高考报名的考生，不再参加本次报名。

分两个阶段在网上报名
《通知》安排，高职扩招报名分两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报名时间安排在5月31日至6月30
日，报名考生的志愿填报、考试及录取工作安排
在8月下旬至9月中旬完成， 具体安排另行通

知； 第二阶段报名安排在10月份， 主要面向
2019年退役的军人，具体报名时间、资格审核、
招生考试、录取等安排另行通知。

参加高职扩招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生、中
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须到毕
业学校所在地或户口所在地的市州、 县市区招
生考试部门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退役军人和下
岗失业人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及其他往届
毕业生须到户口所在地的市州、 县市区招生考
试部门指定的报名点报名。

高职扩招采用网上报名方式。 考生须在报
名截止前的工作日前往报名点采集第二代居民
身份证信息，缴纳报名费，领取报名登记表等材
料。考生在报名日期截止之前应如实、准确填写
本人报名信息并认真核实， 报名日期截止之后
不再修改。 未按要求报名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
人承担。

考生身份由各部门分别界定
《通知》 要求， 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报名完成后，须下
载打印相应类别的《湖南省2019年高职扩招
报名身份审核表》，按照要求填写后于7月10
日前交相关部门统一办理有关资格审查和
身份界定手续。

报名信息汇总后，各市州、县市区招生
考试部门会同公安教育部门负责审核考生
的户籍、学籍信息。其中，外省户籍进城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由县市区招生考试部门负责
资格审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界定退役
军人身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界
定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身份；农业农村部
门负责界定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

省教育考试院要求，要严格资格审核与
身份界定，强化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切实
做好报名资格审核和身份界定工作。报名资
格的审核、界定工作实行“谁审查（界定），谁
负责”。资格审核和身份界定实行问责制，对
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按规定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祝林书）5月27日， 省民政厅向全省各市州、县
市区民政局下发通知，部署开展全省第二批优
秀社区工作法征集遴选和推介展示活动。

社区工作法是对社区组织开展社区工作
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的科学总结提炼，是推
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必备工具。在
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优秀社区工作法征集展
示活动，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民政部关于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决
策部署，以民生性、系统性、创新性、操作性、示
范性为标准，深入挖掘、展示和推广优秀社区
工作法，引导各地全面加强社区治理，为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夯实基层基础。

此前，经过全省城乡社区自主申报、县市
择优推荐和专家评审遴选，省民政厅审核确认
了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街道梨子山社区民主
协商“三级六步”工作法等25个工作法为全省
首批优秀社区工作法。 省民政厅从中选取5个
典型报送民政部参加全国优秀社区工作法遴
选，最后，湘潭市雨湖区广场街道南盘岭社区
工作法、衡阳市石鼓区潇湘街道演武坪社区工
作法被确认为全国优秀社区工作法。

据悉， 此次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征集遴
选，既可以是全面系统总结提炼社区工作经
验形成的综合性工作法，也可以是总结提炼
社区工作某一方面经验形成的单项性工作
法， 但所依托的创新经验做法均须有2年以
上的工作实践。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陈勇）你是
不是充满爱心却无处表达？ 现在有一个好的
机会：15套即将由已婚孤残青年入住的廉租
房缺少生活物品，你可以给予帮助。

说起这件事的由来少不了一个人， 他就是
长沙市政协委员、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院长龙环。

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现有孤残儿童近
500名，其中18岁以上者100多名，龙环被这些
孩子亲切地称为“龙爸爸”。“龙爸爸”一度为大
龄孤残青年的就业、婚姻问题落下心病。一福
院已有39名孤残青年就业，但大多在一些工勤
岗位，待遇极低，没有稳定感和安全感；大龄青
年渴望进入社会，渴望成家立业，但他们从小
吃住在福利院， 成年后基本住在集体宿舍，没
有自己的独立住房。一福院鼓励成年孩子回归
社会，解决不了房子就害怕结婚，不结婚更难
走出福利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龙环四处奔
走，去年在长沙市两会期间提出了关于妥善安
置社会福利院孤残青年的提案。

“孤残青年成家不易，成了家能够拥有一

套像样的住房更难。”长沙市委、市政府领导
看到这个提案，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民政、住
建、发改委等部门进行研究。政府面向社会
低收入群体建有廉租房解决其住房困难，这
个政策过去没有考虑福利院里面孤残儿童
成年成家后的特殊性。最后，长沙市政府特
事特办， 从将于今年6月交付使用的雨花区
粟塘廉租房小区划出15套房源，交付给第一
社会福利院，由院里分配给最需要的已婚孤
残青年，每套住房40至70平方米。

为了把好事做好，长沙市民政局协调有
关方面，对15套住房减免了房租。空空的房
子也不像个家，他们又与一福院一起对接社
会资源，寻求捐赠床铺家具、餐具电器等普
通生活物品的爱心人士。

一福院10年来嫁了10个女儿，每嫁出去
一个，房子都是大问题。龙环兴奋地对记者
说：“这下好了， 我能请她们回来住新房。有
房子住，孩子们结婚的意愿得到增强，至今
已有两对青年领了结婚证。”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艾杰

“真是搭帮市纪委监委的领导，要不
然，我还不知道要跑多久……”

5月28日，谈起自己跑了3年的“被
吸毒”事件时，岳阳市华容县某小学刘老
师感慨不已。

目前，该事件已得到妥善处理。这起
事件妥善解决的背后， 凝聚了纪检监察
机关的不懈努力。

发现自己 “被吸毒”，她
维权无果无奈诉诸信访

2017年以来，刘老师发现一段时间
以来不但用身份证买不了车船票， 而且
有关部门还要处分她。

“弄不明白，我到底摊上了什么事？”
带着疑问，她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有吸
毒人员冒用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有关信
息被有关部门误录，自己“被吸毒”了。

由此，刘老师走上维权之路，但一直
没有得到满意结果。

万般无奈下，2018年7月，刘老师来
到岳阳市纪委监委信访室。

信访室主任邓旭旺热情接待了她，
并告之所反映事项不属于市纪委监委受
理范围，但会转交相关部门处理。

“当时，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这说
不定又是‘转来转去’的推托之辞？”刘老
师回忆说。

时间， 就这样在她的焦虑不安中过
去了3天。

第4天，相关部门打来电话，告诉刘
老师已经撤销了她“被吸毒” 的网上信
息，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再处分她了。

“消息来得有点突然！”她说。
原来， 岳阳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将刘

老师所反映的信访事项， 第一时间转给
了驻市公安局派驻纪检监察组。随后，派
驻纪检监察组干部一天督办一次， 并直
插派出所督促“现场办公”。

最终， 这起因他人冒用身份吸毒致
信访人“被吸毒”的事件，得到了妥善处
理， 相关单位负责人向刘老师进行登门

赔礼道歉， 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严肃的
批评教育。

让群众 “少跑路 ”，纪检
监察机关既出规定又送指南

“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不属于纪
检监察机关受理的问题，怎么办？我们
除了要把‘为什么不受理’讲清楚，还要
积极协助来访群众与主责单位联系，做
到‘无缝对接’，不能让群众跑来跑去。”
岳阳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李建
雄表示。

这起“被吸毒”事件妥善解决后，根
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岳阳市纪委监委
进一步制定出台具体规定： 对纪检监察
业务范围内的信访，要求加强督办，催要
结果；对拖延不办、处理不力的，要严肃
问责， 对信访举报办理不力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约谈。

为了让信访群众真正“认对门、找
对人、说清话”，岳阳市纪检监察机关还
就如何写好一封合格的举报信、纪检监
察机关的举报受理范围、不属于纪检监
察机关受理的信访应该找哪些部门处
理等方面内容， 编印成便携式小折页，
进网入平台，进村入农户，进厂入车间，
进街入商场，给群众送去一份份“少跑
一次路”的指南。该市还把相关内容编
剧本、唱本等，以《洞庭渔歌》、平江山
歌、 汨罗花鼓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开展巡回演出300场次，覆盖10万
余名党员群众。“这种朗朗上口的说唱，
让我们一听就明白，到底该找谁，该怎
么找！”观看完洞庭渔歌说唱《阳光信访
天地宽》后，岳阳楼区吕仙亭街道居民
李益民感叹地说。

“现在，群众只要动动手指、点点网
络， 就能知道哪一类信访要往哪里反
映。”岳阳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1-4月，该市纪检监察机关受理
业务外的信访同比下降20.5%， 中央纪
委下转信访举报量下降10.68%，基层纪
检监察机关腾出更多精力聚焦主责主
业，聚力正风反腐。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幸福新湖南 民政伴你行

一起“被吸毒”事件
妥善解决的背后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杨娟

在辰溪县锦滨镇紫金山村， 说起金
继虎，乡亲们都会竖起大拇指，不光因为
他当了18年村委会主任，为村民做了很
多好事、实事，更让人敬佩的是，年过花
甲的金继虎在儿子投资失败后， 信守承
诺， 用勤劳的双手替儿子还清100万元
债务。

5月28日，记者见到金继虎时，他正
在塘边给鸭子喂食。一勺饲料撒下去，数
千只麻鸭飞奔过来，欢快地啄食。

“以前养猪是为了小家，现在养鸭是
为了大家。”放下料勺，金继虎拍拍手说，
现在养猪场规模控制下来， 由妻子一个
人打理，自己请了9名村民，搞起了鸭子
养殖。

由于多年养猪积累的好信誉， 金继
虎现在养鸭子不愁销路，客户遍布怀化、
吉首及广东等地，每月销售成品鸭3万多
只。

“真的要感谢金叔，给我和妻子提供
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两人加起来一个月
有8000多元收入。” 村民宋泽俭家里贫
困， 是为金继虎养鸭场做事的贫困劳动
力之一。他告诉记者，金继虎很讲诚信，
每月按时足额发工资，从不拖欠。

记者与金继虎谈起他替儿子还债的
事， 今年68岁的金继虎平静地说：“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做人就要讲诚信。”

2006年，金继虎的儿子金涛投资创
办农资超市，一度发展较好，分店遍布辰
溪、溆浦两县，后因成本提高、竞争激烈，
2010年，农资超市亏损倒闭，金涛背着
沉重债务，外出打工还债。

2011年春节前夕，债主相约来到金
家讨债。金继虎了解情况后，站到债主们
中间，拍着胸脯说：“古话说‘父债子还’，
今天我向大家承诺，子债父还！”

金继虎与儿子商定，银行贷款30万
元和欠乡亲们的70万元由自己负责偿
还，并定下还款计划，分6年还完。

金继虎长期从事生猪养殖， 因诚信
经营，口碑很好，生意也比较好。为尽快
还清债务，他扩大养殖规模。为了省钱，
他不请帮手， 与妻子日夜操劳， 养猪还
债。

每到约定还款的日子， 不管刮风下
雨还是天寒地冻， 金继虎总会准时把钱
送到债主手里。“金继虎言而有信， 我们
信得过。”同村的金继元借给金涛3万元，

从没上门催要过， 金继虎第二年就全部
还给了他。

“本以为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哪
知道这些年来， 金继虎雷打不动分期按
时还钱。” 辰溪县孝坪镇村民李会同说，
他曾借给金涛5万元,2014年， 猪肉行情
不好，但金继虎仍信守诺言，还清了欠李
会同的最后一笔钱。

父亲的举动感染了金涛，2010年至
2017年，金涛辗转安徽、广东、云南、四
川等地，从事农产品销售，赚来的每笔钱
首先用于还债。

在金继虎家中，记者见到一个账本，
封面泛黄破旧，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借
款数目，还清一笔划掉一笔。金继虎说，
每划掉一笔，心里就会觉得轻松一点。到
2017年底， 金继虎替儿子还清了100万
元债款。

2018年， 金继虎入选“湖南好人
榜”，被评为“诚实守信好人”。其孙女金
米馨对记者说：“爷爷是我的榜样， 我要
把账本留下来作为‘传家宝’，把诚实守
信的家风传下去。”

■点评

有道是“父债子还”，但金继虎是“子
债父还”，顺序虽然有变，但不变的是一
个古老而优秀的传统：讲诚信。

诚信，是为人之道、立身之本。年过
花甲的金继虎替儿子扛起重债， 几年时
间如约奉还。对他来说，一诺千金，不是
说在口中、写在纸上，而是用实实在在的
行动来践行。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子债父还，一诺千金
———记“诚实守信好人”金继虎

� � � � 金继虎入选2018年度“湖南好人
榜”，被评为“诚实守信好人”。 杨娟 摄

湖南启动高职扩招专项工作

典型引路示范 加强社区治理
全省持续征集、展示优秀社区工作法

15套廉租房将分配给已婚孤残青年居住

房内生活物品寻求爱心捐助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何丰希 谢波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
来，今天，由团省委、省少工委主办的湖南省“青
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少先队主题队会活动在株洲市渌口区杨得志红
军小学举行。

主题队会由一年级入队仪式、 主题展示
和八年级离队仪式三个环节组成。 在一年级
入队仪式上， 与会领导和老队员们一起为新
队员佩戴红领巾， 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为
新建中队授旗，新老队员高高举起右手，庄严
宣誓。主题展示环节，杨得志红军小学的少先
队员们通过《红色记忆》《薪火相传》《新少年
中国说》三个篇章的情景表演，回顾了革命先
烈为新中国建设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 展现
了新时代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 立志报效
祖国的精神风貌。 八年级离队仪式上，128名
超龄离队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整齐排列，在
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面向队旗最后一次敬
礼，为自己的少先队生活画上圆满句号，从此
迈上新的青春征程。

我省举行
少先队主题队会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张永涛）今天上午，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
委员会主任张文显专程到湖南师范大学， 向92
岁高龄、湖南师大终身教授李双元先生颁发“全
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荣誉证书。“全国杰出资深
法学家” 是我国法学界授予法学家的最高荣誉
称号，此次全国共10人获此殊荣。李双元教授为
我省唯一获此殊荣者。

李双元，1927年出生， 毕业于武汉大学。
1979年开始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工作，1993年调
入湖南师范大学工作，任终身教授。其先后主持
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博士点基金项目等20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100
余篇，独著、主编的经典著作十数种，被誉为新
中国国际私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评选始于2012
年， 主要表彰从事法学教学和法学研究工作
50年以上；法学教育成绩突出，法学研究成果
显著， 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设和
法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全国法学界法
律界有较高声誉和重大影响的学术带头人。
首届共25位专家学者获此殊荣。 此次为第二
届评选。

李双元荣获
“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未晓芳）今天，2019年一季度“湖南好人榜”
发布仪式在中南大学中南讲堂举行， 现场揭晓
了一季度“湖南好人榜”，共83人（组）入选，其中
申如意、张四玲等14人（组）还登上了“中国好人
榜”。

发布仪式现场，还举行了“中国好人”与“湖
南好人” 现场交流活动。 通过一个音诗画节目
《背影》，讲述了“中国好人”申如意背着母亲上
大学，毕业后又创办“蒲公英姐姐联爱工作室”，
继续帮助他人的事迹。“坚持一颗善心， 懂得回
报，这就是好人。”从6岁开始照顾脑瘫母亲的申
如意是岳麓区联丰小学的一名教师， 带着母亲
上学上班的她，这样诠释“好人”的定义。

活动采用多种形式的节目对“好人”的事迹
进行了真实还原。原创舞蹈《生命之绳》还原了
高校教师徐守宝不顾个人安危勇救落水青年的
故事。快板《七点半书记》讲述了阎茂林为方便
群众，每天提前到7点半上班，被群众亲切称为
“7点半书记”的故事。情景剧《百万诚信》则真实
再现了潘立文不为巨奖所动， 将500万中奖彩
票物归原主的故事。

全国道德模范廖月娥、“感动中国人物”谢
海华、全国最美志愿者刘习明、全国优秀党员志
愿者范志明及“中国好人”李良义、许志礼、贺国
辉等为“湖南好人”代表颁奖。道德模范代表带
领全场朗诵了“好人倡议书”。

83人(组)入选一季度
“湖南好人榜”

5月29日，长沙市开福区营盘路小学，学生在表演节目《梨园花盛开》。当天，开福区营
盘路小学、清水塘小学联合举行“同心共筑中国梦，争做文明好队员”“六一”文艺汇演，展
示学生的才艺和活力。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通讯员 彭越 摄影报道

欢庆“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