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强光）近日，记者走进郴州市
湘南中学，参观了该校普法教育基地、
普法图书馆等。该校各类普法教育设施
设备一应俱全。“我校正在创建郴州市
青少年普法教育示范学校。”湘南中学
校长付宏跃介绍，学校出台相关方案，
强化队伍和阵地建设，积极开展普法教
育活动，全面提高青少年学法、懂法、守
法的自觉性。

去年8月，郴州市启动第四届“关爱
明天，普法先行”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
各县（市、区）迅速行动。目前，该市已建
设高标准的法治文化主题公园与主题

广场 73 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102
个、青少年法治展览室136个，设置固定
宣传栏（橱窗）2800多个，青少年普法宣
传板5300多块。

为切实做好普法工作，郴州市从政
法系统工作人员以及离退休老同志中
选拔优秀人员，组建青少年普法教育宣
讲团，深入乡镇、社区、学校、企业等，采
取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普法宣讲活
动。目前，全市已组建普法教育宣讲
团798个，成员7532人。还从法院、检
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中，选拔
460名优秀的法律专业人员，将他们
列入普法教育人才信息数据库，聘请

他们担任学校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
等，每学期给其联系的学校每个班至少
上一堂法制课。

由于成绩突出，郴州市北湖区、苏
仙区、资兴市、宜章县、安仁县等 5 县

（市、区）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示
范区。全市还有29个单位、58所零犯罪
学校、109 名个人，受到中国关工委、司
法部、中央综治办通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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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 17日讯（见习记者
昌小英 通讯员 熊伟民 黎悦华）“赵老
师来了，范老师也来了！”8 月 10 日，在
邵阳市大祥区板桥乡立新村“儿童之
家”，邵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赵喜娥、范
跃娥等志愿者的身影一出现，孩子们立
刻欢呼起来。

“‘儿童之家’让孩子们得到了精神
关爱和心理抚慰。”立新村“儿童主任”岳
海燕介绍，该村现有留守儿童 42 人，
2017年建成“儿童之家”，常态化开展关
爱儿童活动，心理专家、志愿者及村里的

“阳光妈妈”“阳光爸爸”等与孩子结对，

为他们提供缺失的陪伴与关爱。
邵阳市有农村留守儿童 11.73 万

人、困境儿童约 2 万人。该市积极探索
构建“政府主导、专业介入、社会参与、
家庭尽责”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机制，在全市村（社区）普遍建
立“儿童之家”，供孩子们学习娱乐，由
村“儿童主任”、志愿者和村干部轮流值
守，打通关爱服务乡村儿童“最后一公
里”。

邵阳市还首创儿童关爱智慧服务信
息系统，利用“儿童之家”平台，推出“线
上+线下”关爱模式。线上搭建“亲情视

频”室，开通“亲情热线”电话，架起留守
儿童与父母之间亲情联络的桥梁；线下
发动50多个社会组织开展家庭教育巡
讲，以及“知心屋”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等。
已开展线上、线下关爱活动 1.4 万余场
次，6万多名留守儿童直接受益。

目前，邵阳市共建设村（社区）“儿童
之家”3566个，覆盖率达98%，其中市级
示范“儿童之家”433 个，今年底可实现
村（社区）儿童之家全覆盖。邵阳关爱留
守儿童模式，去年入选全国MSW（社会
工作硕士）人才培养模式优秀案例和关
爱留守儿童工作手册。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一间仅15平方米的单车棚，除了堆放
杂物，还能干啥？

收拾收拾，还能住人——这是家住湘
潭市岳塘区岳塘街道的黄文波给出的答
案。

每天中午仅30分钟休息时间，除了小
憩一会儿，还能干啥？

在单位与家之间来回一趟，给公婆做
饭——这也是黄文波给出的答案。

今年 50 岁的黄文波是小区出了名的
好儿媳，她20年如一日悉心照顾公公婆婆
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8月16日，见记
者采访，有邻居对黄文波连连夸赞：“不知
道的，还以为是女儿呢！”黄文波的公公段
忠诚说：“她比女儿还好！”

1995年，黄文波的婆婆曹淑英患上帕
金森综合征，公公也体弱多病。2000年，黄
文波一家带着公婆搬入新居。“房子很小，
才50多平方米，两间卧室，一间给老人住，
一间给女儿住。”黄文波说。

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和女儿学习，黄
文波和丈夫主动搬到 1 楼单车棚住。四四
方方的单车棚里，潮湿又阴暗，里面没有一
件新家具。一台空气除湿器，黄文波用了快
10 年也舍不得换。20 年间，丈夫常年在外
工作，照顾公婆的重任，几乎落在黄文波一
人身上。

帮婆婆喂饭喂水、梳头洗脸、洗澡穿衣，
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黄文波日复一日坚持
了20年。“搭帮文波照顾得好，我爱人干净清
爽，连褥疮也没得过。”段忠诚说。

曹淑英虽然动弹不得，意识却很清醒。
实在不忍看到儿媳如此辛苦，2018年正月
初一，曹淑英竟将家里30多粒安眠药全部
吃下，试图轻生。幸亏被家人及早发现，曹
淑英这才挽回一条命。

“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是我的家！”病床
前，黄文波紧紧握住曹淑英的手，两人泪流
满面。

近年来，曹淑英的生活几乎完全不能
自理，大小便常常失禁，弄得床上、裤子上
到处都是。然而，经历过婆婆轻生的风波
后，黄文波帮曹淑英清理大小便时，连口罩
和手套也没戴过，就算有时一天要清理三
四次也是如此。“我就是想告诉婆婆，我不
嫌弃她，她不是我的负担。”黄文波话很少，
但句句很温暖。

近两年，黄文波在离家仅几百米的超
市当清洁工，每天从 6 时工作至 14 时 30
分。现在，她更忙了，不仅每天 5 时就起床
买菜、切菜、配菜，更要在中午仅有的半小
时休息时间回家做饭。

为了让婆婆心情开朗一些，晚饭后，黄
文波会推着轮椅上的婆婆到小区散散步，到
公园逛一逛。段忠诚告诉记者，黄文波生活
节俭，对老人却从不吝啬。“她特意学了网
购，帮我们买衣服买吃的，自己总穿超市的
工作服。”段忠诚非常感动。

超市负责人被黄文波的孝心所打动，特
许她中午晚点到岗。她却从不搞特殊，每天
跑步来回，时间卡得很准，从未迟到。

如今，黄文波已在清洁工组担任班长，
她对待工作的认真、对待长辈的孝顺，感动
和影响了身边很多人。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金原）
“物业行业最重要的是人才，瓶颈
和痛点也是人才。行业的未来，降
低风险、提高效率是重中之重。”8月
12日，在长沙举行的“灵活用工·打
造企业‘免疫力’”主题沙龙上，保利
天创物业总经理易帅表示，期待灵
活用工对传统行业注入新的能量。
本次共有20多家物业企业到场参加
沙龙，对灵活用工与传统行业如何
形成有效链接进行了深入探讨。

目前，灵活用工在国家的号召
和支持下高速发展。特别是疫情之
下，用工难、用工成本高成为许多
企业的突出难题。

“相对于传统用工，灵活用工
主要用来解决企业突增的、巅峰期
的、季节性的人员需求，旨在为企
业提供弹性的用工模式，实现因
需 而 变 ，减 少 用 人 的 风 险 和 成
本。”你好现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 南 公 司 总 裁 李 立 介 绍 ，公 司
2015 年在新三板挂牌，是一家专
注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支

付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商户向数
字化转型升级，通过科技驱动企
业革新的科技服务公司。对于企
业而言，大多数企业也经历着业
务需求不能得到高效满足、全职
员工用工成本高昂等问题。公司
希望通过灵活用工共享经济平台
业务，为提高社会用工和生产效
率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公司打造
的佳薪棠产品作为企业灵活用工
共享经济综合服务平台，是针对
灵活用工模式的企业解决方案。

传统用工是企业和员工双方
签订雇佣合同，灵活用工模式把个
人视为“个体工商户”。将两方雇佣
关系转变为企业对公司，公司对个
体工商户的三方合作关系，从而把
传统用工转化为灵活用工。据《人
口与劳动绿皮书2017》中显示，我
国“灵活用工”行业收入规模逐年
走高，按照复合增长走势将呈“J”
型指数型增长，预测到2025年，整
个灵活用工行业收入规模将达到
12万亿元。

普法教育 成绩突出
青少年学法懂法守法自觉性全面提高

搭建“桥梁”联络亲情
关爱留守儿童成优秀案例

20多家物业企业聚首探讨

灵活用工：
当下传统企业的止痛剂

特色农业铺就增收路
8月17日，宁远县鼎弘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加工车

间，村民在加工无花果。该合作社种植水果100余亩。除
销售鲜果外，还通过深加工，开发水果罐头、干品等系列
产品，提高产业效益。近年，宁远县大力发展有机特色农
产品种植，走生态休闲农业的路子，引导农民增收致富。

骆力军 黄建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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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滩
6万余亩青蒿喜丰收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通讯员 雷中祥
蒋静 记者 黄柳英）8月17日，永州市冷水
滩区黄阳司镇水口桥村，2000 余亩青蒿喜
丰收，村民们在忙着收割晾晒。“政策好、天
帮忙，今年的青蒿生长情况良好，品质高。”
村民屈建国说，他今年种植了20多亩青蒿，
预计收入有5万元。

2013 年，冷水滩区在黄阳司镇水口桥
村率先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发展订单式青蒿种植产业，带动贫困户抱团
发展。如今村里的青蒿种植规模已扩大至
2300亩，参与种植青蒿的村民，家庭收入都
突破3万元。

2018 年，冷水滩区将中药材列为特色
主导产业，青蒿产业在全区得到推广，成为
脱贫致富的“良药”。目前，冷水滩区种植青
蒿6万余亩，有3个千亩青蒿种植基地，已有
3000 多名贫困户通过种植青蒿实现脱贫。
冷水滩区青蒿种植基地被列为湖南省现代
农业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

据了解，全区收割的青蒿，将统一回收
到冷水滩区高科技工业园内的星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经过加工提炼后对外出口。该
公司青蒿素销售量占全国青蒿素细分市场
20%以上。

衡阳市
力推文明祭祀新风

禁生产、销售、焚烧丧葬祭祀用品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成俊峰)今天，记者从衡阳市
2020年中元节禁烧工作会上获悉，中元节即将来临之际，为加
强大气污染防治力度，破除封建陈规陋习，倡导文明祭祀新风，
该市组织各相关部门将在全市开展禁止制造销售抛撒焚烧冥纸
冥币等封建迷信用品整治工作。

衡阳市以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衡阳市民政局联合发
文的形式，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联合整治，全面管控”的原
则，采取宣传引导源头治理、联合执法等方法措施，加大对制造、
销售、焚烧冥纸冥币等封建迷信用品的治理力度。通过开展专项
整治，规定在市城区及各县(市、区)中心城区全面禁止制造、销售
冥纸冥币等封建迷信用品，全面禁止在城市道路、广场、居民小
区等公共场所焚烧冥纸冥币等封建迷信用品、燃放烟花鞭炮，大
力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并呼吁广大市民朋友积极
响应，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生态文明美丽的雁城衡阳。

娄星区
构建脱贫攻坚纪律堡垒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何邵林）8月14

日，娄底市娄星区纪委监委组织工作组，按照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直奔现场的方式，对该区脱贫攻坚作风情况展开“飞行检
查”，以精准监督护航脱贫攻坚。

娄星区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瞄准突
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开展专项治
理。按照“一人一村、四不两直、走村入户、吃住在村、两天两晚”
模式，纪检监察干部下沉一线，直达贫困村和信访重点村，开展
常态化联点入村督查。他们走进贫困户家中，访民情、听民意、
解民忧，帮助困难群众现场解决问题76个，交办问题204个，
提出工作建议138条。

同时，推出区、乡纪检监察“一体化”工作模式，尽锐出战、集
中攻坚，对扶贫领域涉纪信访件优先办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开
展“一季一专题”集中治理，对产业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
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重点领域展开“回头看”，将发现的
问题实行“清单式”交办、“督查式”整改销号。

截至目前，娄星区共发现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87条，
追缴资金175.37万元，退还群众资金114.59万元。

8月17日傍晚，溆浦县城溆水河面，微风习习。浮桥之上，众多市民休闲漫步，尽情享受凉
爽河风。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津市市
“一权三分”精细管理人防审批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易继文）今
天，津市市新洲镇中学后勤处主任高紫萌完成该校整体搬迁项
目人防易地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后，着手启动项目。说起人防工
程的报批，他打开话匣子：“项目不仅一次报批成功，还减免
16000元人防易地建设费。最让我感动的是费用核算的精准,报
批费用尾数有0.4分，非税系统显示须按照0.1元计入收费。住
建部门（人防办）通过行政审批联合审查，认为应当四舍五入，少
缴纳1角钱，审批管理精细程度可见一斑！”

该项目是津市市住建局（人防办）“一权三分”精细管理人
防审批打响的“当头炮”。以往，人防工程建设的行政审批、施
工监督、综合竣工验收、资料备案，均由一个部门负责，存在较
大廉政风险。今年下半年，津市市住建局（人防办）从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入手，对外，工程报建资料只做选择题，少设填空题，
不设问答题，工程建设行政许可彻底实现“秒”批；对内，多设

“关卡”，人防工程实施“一权三分”统筹管理，项目报批资料、
费用核算经人防办初步审批后，由内审股复核，津市市纪委监
委派驻市住建局纪检监察组联合建管、质安、消防、档案等业
务股室全程参与，律师全程跟踪服务，堵住廉政风险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