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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龚颖 吴意 ）“原来办社保卡需要几个
月，现在只要几分钟，真是越来越方便!”日前，
我省第一张通过即时制卡模式办理的第三代
社保卡在工商银行长沙市芙蓉区司门口支行
顺利制发。 这标志着我省社保卡服务能力实
现质的飞跃， 为下一步深入推进社保卡在政
府公共服务、 金融领域的综合应用奠定了坚
实基础。

社保卡“即办即取”将极大缓解申办社保
卡排长队、领卡周期长等问题，也让零星申办
即时制卡业务成为现实， 大大提高了办事效

率，缩短了办事流程。这是省人社厅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任务
而推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

省人社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湖南省
“即时制卡”功能全面推广后，省内参保人首
次申领社保卡， 只需持本人身份证自行前往
省内各合作银行即时制卡网点采集制卡信
息、现场制卡领用激活，办理时限由原来的90

天压缩到10分钟左右，真正实现“立等可取”。
我省社保卡即时制卡采用“先行预制、银

行申请、即时制卡、实时激活”的制卡方式。到
12月下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
储银行、交通银行、省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和长
沙银行等14家合作银行近900个网点将全面
开通即时制卡服务， 市民可以在家门口实现
即时申办即时拿卡。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小雪节气里， 天气阴沉， 山林倒不灰
暗，陈绿之上，有苍黄赭红，比之春夏浓绿，
更堪赏味。 盐肤木的红叶几乎没有怎么脱
落，是此时山林最为常见的红叶树。此树似
乎只见于野外，很少见到有园林种植。大多
数时候，盐肤木为人所知，是因为它的蜜与
“药”。

盐肤木树极耐瘠薄， 广泛生长在山坡、
沟谷、田边、地角、屋前屋后。由于树形不甚
高大，木质松软难堪大用，一般用来当柴烧，
近年来农村烧柴火的也越来越少，作为速生
树的盐肤木便在山坡野地上大量生长。

在湖南常见的秋冬彩叶中， 盐肤木应
该是最少人关注的。枫香、乌桕、银杏、马褂
木，随便哪一个出来都宜诗宜画，吟咏描摹
甚多。盐肤木就真的找不出一首古诗来，除
了中药书籍图谱， 很少能见到它的名号与
“肖像”。

究其原因， 大概因为它长得实在不够
“精致”。树形杂乱不挺拔，叶轴叶柄看起来
毛乎乎的，圆锥花序是大剌剌的一团团，白
也不够白，香也不够香，难以入诗入画。然
而，这团长得相当随便的白花，却是湘西养
蜂人秋天最为盼望的。

每年八九月间， 蜂群经过数月高温缺
蜜的越夏期之后，贮蜜甚少，青黄不接，秋
天盛开的盐肤木花无异于雪中送炭， 成为
湘西地区秋季主要蜜源。

养蜂人是熟知盐肤木花蜜的味道的。
“我们叫它五倍子蜜，黄色的，味道有一点
点苦。” 花垣十八洞村养蜂人龙先兰说，五
倍子蜜产量稳定，整个花期可取2至3次成
熟蜜。五倍子泌蜜对气温要求不高，即使海
拔高的地方照常泌蜜。 在湘西地区一些蜂

场，五倍子蜜已经成为最大的蜜源。
不过，盐肤木身上最有经济价值的，不

只是蜜，还有虫瘿———五倍子。
五倍子是一种名贵中药材， 粗看起来

很像树上结的一颗颗果实， 古人曾误认五
倍子是盐肤木上结的果实，宋《开宝本草》
将五倍子录入草部， 直到明代李时珍才有
了合乎科学的认识，《本草纲目》 中将其收
入虫部：“气味酸咸、涩、寒、无毒。主治敛肺
降火、化痰饮、止咳嗽、消渴、盗汗、呕吐、失
血、久痢……”

盐肤木是五倍子蚜虫的寄生植物，湘
西、永州等地，都有人种植培养五倍子，特
意让盐肤木的枝条受到侵害， 导致植物组
织肿结，最后形成五倍子，也是一大产业。

世间许多事物，往往历经病痛风霜，越
发珍贵难得。盐肤木叶的红色，类似于人类
肌肤被冻伤的凝固的猩红，带着雨水，生出
南方山林凛冽的寒意。 几乎每一片红叶都
有虫洞，是生命经过风雨的样子，相比年轻
时新鲜的容颜，此时叶色更为沉郁浓烈，是
属于中年的丰厚动人的美。

链接
盐肤木： 也被称作五倍子， 是漆树科

盐肤木属落叶小乔木或灌木。 盐肤木的叶
是奇数羽状复叶，小叶边缘有锯，最有辨识
度的是它奇特的叶轴，带着宽宽的叶状翅。
而盐肤木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长“盐”。密密
麻麻的果实上，覆盖着一层白色霜状物质。
从前农村孩子是会摘来吃的，咸中带酸，生
津止渴，略似话梅。盐肤木果实的咸味，其
实和食盐的成分并不一样， 但在食盐缺少
的时候，也曾被人们当做盐的替代品，所以
也被叫成盐巴树、盐霜柏、蒲连盐、老公担
盐等。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陈奕樊

这些天来，永州市各级政府及自然资源、
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正按照各自
职责为一件事忙活着： 编制当地村庄分类和
村庄布局规划，开展农村违法违规建房、空心
房处置和宅基地整治， 开展有关农村建房管
理法律法规的宣传……目的只有一个： 确保
《永州市乡村房屋建设管理条例》明年3月1日
起顺利实施。

该《条例》是我省首部对农村集体土地上
的所有建房进行规范管理的条例。虽然，《条例》
仅限于永州当地实施，但它对当前我省乡村房
屋建设规划、建房审批、建房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共性问题，率先从立法层面进行了规范和解决，
为全省性立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坚持问题导向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农村

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村民
住房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宽敞明亮的村部综合
办公楼、现代化的生产厂房、功能齐全的村民健
身场地等，在农村也随处可见。这充分体现了改
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但由于相关政策制度不完善， 农村房屋
建设管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就拿永州来
说，仍存在违反规划和乱占耕地、未批先建、
超标准建房、房屋有质量缺陷等问题，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当地新农村建设及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的成效。

对此， 永州市站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高度，在国家、省级层面没有制定专门法律法
规对乡村房屋建设管理进行规范的情况下，
坚持问题导向，先行先试，通过地方性立法，
从法制层面规范当地乡村房屋建设管理，改
善人居环境，促进农村建设和发展。

《条例》从起草到最后表决通过，经过了
深入调研、 广泛听取社会意见、 多次修改完
善、永州市人大常委会3次审议、省人大常委
会审查等多个程序，充分体现了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依法立法。

突出规划引领
为解决当前乡村建房规划编制不切合实

际、 不被老百姓接受、 落地性差等问题，《条
例》突出规划引领，对规划编制的具体要求、
经费保障、用地选址、用地计划等作出了具体
规定，以推动和保障规划落地实施。

比如，《条例》规定，永州市各级政府应依
法组织编制和完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
规划， 经批准的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
划须进行公开； 乡村房屋建设选址应当符合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 各级政府应
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 空闲地和其他未利用
地，提倡建房选址相对集中，禁止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避免占用耕地、林地，鼓励统筹利用
闲置村部、学校、厂房等现有房屋改造、建设
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房。

同时，《条例》规定，对于未依法组织编制
乡镇、村庄规划的，或者未按法定程序编制、
审批、修改乡镇、村庄规划，影响乡村建房审
批的， 将对主要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规范建房审批
当前，乡村房屋建设中未批先建、不按批

准建等现象比较普遍， 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
和规划落地实施。对此，《条例》对审批程序、
住宅建设的审批条件、 不予批准的情况等作
出了具体规定， 并对违法建设行为规定了法
律责任。

比方说， 也许很多人不清楚在农村建房
要走哪些审批程序，《条例》对此予以明确：在
乡村集体土地上进行住宅建设的， 经村委会
集体研究同意后出具书面意见， 向乡镇人民
政府提出申请， 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核发建
设用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在乡
村集体土地上进行经营性生产建设、 公共设
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等， 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
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经乡镇人民政府审

核， 向县级以上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条例》规定，在乡村申请住宅建设用地
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有关部门将不予审
批：出租、出卖、赠与他人或者以其他形式非
法转让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物， 或者将住房
改作他用，再申请宅基地建房的；现有家庭成
员不具备分户条件的； 不符合乡镇国土空间
规划和村庄规划的； 现有宅基地面积能够满
足分户需要，要求新增建房用地的；申请人属
于政府集中供养的孤寡老人、五保户的；申请
建房户有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未处理结案的；
申请建房用地存在权属争议的； 申请建房用
地已列入规划改造、征迁范围的。

严格建房管理
解决当前乡村房屋建设中存在的乱象、

确保房屋质量，严格房屋建设管理非常重要。
《条例》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加强对乡村房

屋建设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做到选址、放线和
竣工核实到场， 确保房屋建设与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和建设用地批准书内容一致；县
(区)、 乡镇人民政府应建立农村建筑工匠库，
在乡村房屋建设中应选择满足技能要求的建
筑工匠或者有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进行施
工； 乡镇人民政府应会同村委会指导建房户
与建筑工匠或者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明
确质量安全责任、 竣工后的质量保证期限和
双方权利义务。

而对于建设方而言，《条例》规定，建筑工
匠和施工单位应当依法组织施工， 严格遵守
施工规程和技术要求， 不得无图施工或者擅
自变更设计，做好施工记录，保证施工资料完
整。如果无图施工、不按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
自变更设计图纸， 以及不按有关技术规定施
工或者使用不符合工程质量要求的建筑材料
和建筑构件的， 有关部门将依法责令限期整
改；情节严重的，可以对承建方处以2000元以
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先行先试
立法杜绝乡村建房“任性”

———《永州市乡村房屋建设管理条例》聚焦

湖南“即办即取”第三代社保卡发行
14家合作银行近900个网点可申请制卡

12月2日，长沙市白沙液街有机更新项目现场，主街房屋立面改造已基本完成，正加紧进行路面地砖铺设等扫尾施工。白沙液街已有上百年历
史。该街有机更新项目于2018年初启动，力求将其打造成具有历史文化记忆、凸显旅游优势的特色商业街。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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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杨玉菡
通讯员 王小平

29年爱洒山村小学三尺讲台，这是一
种怎样的坚守？

带头捐资，多方筹资，将一个陈旧落后
的小学建成合格学校，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
怀？

11月27日，记者来到益阳市资阳区新
桥河镇南山坪小学，见到了校长何放明。他
身体单瘦、满头白发，脸上刻着几道深深的
皱纹。“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何放明谦
逊地说。

今年48岁的何放明，1990年到南山坪
小学任教，2008年担任校长。在他带领下，
这所丘陵区的村小已连续5年获资阳区教
育教学质量优胜奖， 整体教学水平名列全
区同类学校前三名。 何放明被评为湖南省
最可爱的乡村教师， 获益阳市首届教育突
出贡献奖。

从漏风漏雨，到学校一派生机
走进南山坪小学， 看到的是整洁的教

学楼、宽敞的跑道、漂亮的操场、活泼的中
华文化主题墙，一派生机。

何放明至今清晰记得，1990年他从益
阳师范学校毕业到此任教时， 映入眼帘的
是一幅破败不堪的景象：三栋斜“插”在陡
坡上的平瓦房就是教室，地面坑坑洼洼，屋
顶窟窿密布，窗户上没有玻璃，猫狗随意在
墙间破洞钻进钻出。

当时，何放明的心凉了半截。但学生期
盼的眼神、家长信任的神情，使他感受到一
种温暖。有个孩子悄悄接过他的行李，在大
手小手碰触的瞬间，他的心被融化了。

“选择留下来，就要把学校办好，把孩
子教好。”何放明说，改变学校面貌，得从自
己做起，用双手苦干。

利用课余时间，何放明修补屋顶窟窿，
安装教室窗户，让孩子下雨天不再在“水帘
洞”读书。他将麻绳一头系在树上、一头自
己拽着，方便雨雪天里学生上下学时，扶着
麻绳通过学校西侧入口窄而陡的泥泞山
路。 他从家里带来扁担簸箕， 挑来山上泥
土，填平倾斜的操场。他和妻子一道，在校
园里种下树木和花草。

老教师唐如敬记得，2009年农历腊月
的一天，学校水井电机出了故障，镇上的师
傅嫌路远，不肯来修。何放明冒着严寒，用
麻绳系腰下到井底，将坏了的电机绑好，与
井上老师合力将它吊上来， 自己送到镇上
去修。

学校太落后了， 何放明总想着为孩子
们打造一个温馨的家。2003年， 他带头捐
资，并发动全校老师捐资，还跑遍附近4个
村动员村干部和村民资助， 加上区教育局
拨付的资金，最终筹资30万元，建起了新

的教学楼。2014年， 他争取区教育部门支
持和3个村资助，将学校进一步改造，通过
了合格学校验收。他还带领老师，用施工剩
下的砖瓦在学校西侧入口处铺就了一条宽
敞的道路。

从招不到生，到城里娃慕名而来
因为乡下学生大量流向城里，到2004

年时，南山坪小学在校学生锐减至90人左
右。教师年龄老化，不安心乡村教学。2008
年，何放明担任校长，决心将提高办学质量
作为重振南山坪小学的突破口。

教学上，何放明有一套。第一年参加工
作，他主动接手一个课堂纪律差、统考全镇
倒数第一的班。 他按照成绩将学生分成三
组，每天用钢板刻印三份不同的作业题。对
成绩好的学生， 他总问：“还能想出不同的
解题方法吗？” 对中等生， 他常耐心询问：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对落后生，他利用
休息时间帮助他们补齐知识短板。一年后，
这个班考了全镇第一名。

担任校长后，何放明将“分组教学”模
式在全校推广。几年后，该校毕业生平均分
在全区名列前茅。

多年来，何放明和学校教师坚持家访，
了解学生的想法和困难， 资助家庭贫困学
生。每年“六一”，他组织学生上台表演节
目。“要让每个孩子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一
个都不能落下。”何放明说。

南山坪小学名声响了， 回流的学生越
来越多，目前在校学生199人，一些城里的
孩子也慕名而来。小学六年级学生胡俊杰，
去年从城区小学转来时，数学、语文考试都
只有30多分， 今年11月镇中心学校抽考
时，他这两门课的成绩均在70分以上。

近年来，南山坪小学共有35名学生在国
家、省、市级科技创新和美术比赛中获奖。

从自己坚守，到带众人耕耘
在学校采访时， 记者发现教导主任罗

程是一个90后。再打听，学校里90后老师
占了一半。

“我是2016年从城里学校来到南山坪
的，最初心理落差还是蛮大的。”罗程说，是
何校长感动了她， 坚定了她留在山村教书
的决心。

年轻教师成长快，离不开传帮带。为提
升老师徐京的专业能力， 何放明不但推荐
她参加外校举办的教研活动， 还一遍遍指
导她上示范课。从教学内容取舍、教具选择
到教法融合，他一一指点。最终，徐京的第
一堂示范课获得满堂彩。 工作才两年的徐
京，在全区教学比武中获得二等奖，教学论
文获得省级二等奖。这些年，南山坪小学青
年教师有18人次在区级以上教学比武和
论文比赛中获奖。

“坚守农村教育，我最感谢妻子。没有
她做后盾，真的很难挺过来。”何放明说，妻
子何翠华1999年跟随他来到南山坪小学
当代课老师，现为临聘教师，担任六年级班
主任。

“他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跟着他虽
然苦一点，但很踏实，很开心！”说这话时，
何翠华笑得很灿烂。

29年爱洒村小
———资阳区南山坪小学校长何放明艰苦兴校

的故事

盐肤木的蜜与药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日报12月2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
员 杨姣）我省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又有新
举措。《湖南省畅通职称评审绿色通道10条实
施意见》和《湖南省创新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
才职称评审10条措施》（简称“双10条”）12月1
日起正式实施， 为更好地激励和集聚人才助
力加油。

《湖南省畅通职称评审绿色通道10条实
施意见》提出，建立特定人才群体职称评审的
绿色通道。对急需紧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等，
可根据需要放宽身份、资历、学历等条件限制
进行实时评价，开设引进人才职称评审“直通
车”；聚焦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发展和地方传

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等， 可不定期开展专场
评审或城市群评审； 对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实
行单独分组、单独评审、单独确定通过率，在
基层卫生、乡镇教育、农业林业等领域实行职
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贯通技能人才职称
评审路径， 对生产领域一线岗位具有职业资
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高技能人才， 可经单位
考核推荐后直接对应申报相应职称；破除“四
唯”倡导以“能力业绩”论英雄，不定期组建特
别优秀人才职称评审。

《湖南省创新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
称评审10条措施》 则进一步降低了民企人才
的职称参评门槛，凡在我省民营企业工作满1

年的专业技术人才均可申报。 文件将申报最
高年龄要求放宽到65周岁， 进一步降低学历
要求，如：具有相应专业大专学历并取得中级
职称后工作满7年即可申报副高级职称；解除
论文“一刀切”的限制，可用发明专利、项目报
告等成果作为专业代表作，替代论文要求。同
时，下放申报推荐权限、专业调整设置权限和
评审权限， 其中申报推荐权限和评审权限可
下放到园区、行业协会学会等。

为了确保参评质量， 我省将完善职称评
审信用体系，加快数据互通共享和校验核对，
将职称评审造假的个人和组织列入违规失信
“黑名单”。

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又有新举措

我省正式实施职称制度“双10条”
权威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