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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8 月 18 日电(记者孙志平、李钧德、李亚楠)66
岁的张桂菊双手翻飞，藤条来回缠绕，一个藤椅座面很快从无
到有。不远处，一位老人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看着她做编织活。

这里是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城关镇赵楼村尚百利藤制品厂
的加工车间。老人名叫岳喜梅，88 岁，是张桂菊的婆婆，身体不
好，随时需要人照顾，张桂菊便每天带着婆婆一块来厂里上班。

“在这里照看我方便，留在家怕我摔倒，我的腿不行了，眼
也看不清了。这里人多，热闹，高兴！”岳喜梅声音虽略带颤抖，
但能听出其中的满足之情。

张桂菊能一边挣钱，一边照顾婆婆，很重要的原因是工作
地点离家近。在这里上班的基本上是周边村里的留守妇女。张
桂菊的两个儿媳妇也在这里上班，不仅每个月能挣一千五六
百块钱，还能就近照顾上学的孩子。

台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外出务工是重要收入来源，但为
了照顾老人和孩子，许多农村妇女不得不留在家里。为此，台
前县探索通过政府投资建设扶贫就业基地，吸引企业把车间
办到村里，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挣钱、持家两不误。

尚百利藤制品厂的负责人秦文云说，他们租用基地的房
子作为加工车间，既节约了投资成本，又解决了招工难的问
题。“目前有周边 4 个村 70 多人在这里就业，其中 30 多人为

贫困户。”
据台前县县长王俊海介绍，全县已经新建和改造 113

个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引进了服装加工、汽车配件、羽毛制
品、编织包装等各类企业，吸纳就业 7345 人，其中，贫困人
口 2938 人，人均月收入 1500 元左右。

台前县打渔陈镇枣包楼村扶贫就业基地有一间专门辟
出的小屋子，十几名孩子正坐在小板凳上看动画片，外面就
是晨晨服饰的加工车间。10 岁的张艳告诉记者，这里有空
调，凉快，还有很多小伙伴一起玩，比在家里待着有意思。

张艳的妈妈就在外面的车间里干活。晨晨服饰的负责
人焦修县说，他们把这个小屋子叫希望之家，还有志愿者教
孩子们读书学习。“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玩耍，大人在这里才
能够安心干活。”

“留得住妈，拴得住娃。”这是台前县群众对扶贫就业基
地作用的形象概括。在基地选址上，台前县坚持贫困村优
先，尤其是建在学校、幼儿园附近，充分利用闲置的学校、仓
库、民宅等进行改造提升，节约资源，着重引导同县主导产
业吻合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以吸纳更多贫困户就业。

56 岁的贫困户陈桂荣在打渔陈镇周庄扶贫就业基地
上班，每月工资 1500 元左右。她老伴有病，儿子遭遇车祸，

还有一个需要照看的孙子。看到记者过来，她停下缝纫机上
的工作说：“如果不是这个厂，我根本没地方挣钱。”

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说，扶贫就业基地建设，对贫困户
来说，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和脱贫增收；对企业来说，破解了
招工难，培育了一批“小老板”；对村里来说，就业基地产权
属于村集体，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对党委政府来说，壮大了
乡镇企业、县域经济，可以说是四方共赢。

如今，台前县的扶贫模式已经得到各方肯定，不仅在濮
阳市另外两个贫困县得到推广，不少外地市也带队前来学
习。其中，濮阳县已建成扶贫就业点 162 个，带动贫困人口
就业 2659 人，年人均收入约 1 . 9 万元；范县已建成就业点
及种植养殖基地共计 113 个，预计吸纳贫困户 2456 户。

分管扶贫工作的濮阳市委副书记阮金泉说：“扶贫就业
基地建设，有利于壮大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激活农村产业，
有利于吸引成功人士回乡创业，有利于推动贫困地区走上
经济内生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濮阳市会突出抓好这项
工作，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扶贫车间”下乡，挣钱持家两得
河南濮阳打造精准扶贫就业基地

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

据新华社广州 8 月 18 日电(记者邵琨、胡林果)3 岁幼童
CEO 气质培训班、儿童皇家马术、儿童高尔夫暑期夏令
营……暑期，不少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类培训班，成为一些
孩子的“第三学期”。

学费动辄数万元，宣传广告听着“唬人”，这些带着“贵族
气质”“私人订制”色彩的培训是高端大气还是拔苗助长？

CEO 幼童培训班一年学费 5 万元

“培养 3至 8 岁孩子未来领导力，使其具备领导者必备的
领导力和竞争力。”在广州市东风路的一家培训机构外墙上贴
出了这样的标语。工作人员介绍说，该机构招收 3至 12 岁的
儿童，课程包括“培养 CEO”气质等在内的多项“开发类”课
程。一周 1至 2 次课程，每年学费 5 万元。

广州市天河区一家高尔夫球会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尔夫
兴趣培训班，为期 5 天，接受 3 岁以上儿童报名，一天 1000 元。
该球会邓教练告诉记者，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挥杆姿势、礼仪培
训、高尔夫常识等，“主要培养孩子的耐力和意志力。”

如此昂贵的培训机构，受到一些家长欢迎。家住广东佛山
市的廖先生给两岁的女儿报了学费 8800 元的私人英语培训
班，一周两节课，一个班 15 人左右。“现场报名人数很多，不到
一个小时报名就满了。”廖先生说。

近年来，不少天价培训班开始疯狂“生长”，虚假宣传等问
题也开始“浮出水面”。不少家长向记者反映，报名的时候说得

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对孩子的帮助效果跟宣传所要达到的
成果相差很大。

“贵族班”变“托管所” 是培养还是看护？

记者在广州一家培养儿童 CEO 的“国际”培训机构发
现，时值周末，有几名幼童在室内玩耍。“培养 CEO 气质课
程”有什么内容？该工作人员拿出课程内容向记者展示，包括
以填空为主的思维训练课、以动手能力为主的模具组装等。

“其实就是给孩子找了个保姆，托管照顾一下孩子。小
孩子们在里面打打闹闹的，也就是想给孩子找个一起玩的
环境。”廖先生说，“再加上同小区的孩子都报了培训班，总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落人后。”

像这样“跟风”的家长不在少数。深圳市光明新区一家
马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家长带小朋友过来，都是跟
着周围的朋友一起来的，且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对于家
长来说，平常都在一个圈子里，别人报名了自己当然不能甘
于人后。”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类似的儿童天价培训班以“高
端”“贵族”为噱头，而课程实质内容与托管班相差无几。此
外，有的培训班里安全问题突出。深圳市光明新区一家马会
今年初成立，原本是一家供成年人学习马术的私人会所，如
今培养 3 岁儿童骑士，但教练、场地等基础设施却没有针对
儿童做出调整，安全堪忧。

一味追求“精英教育”易扼杀孩子的兴趣

一些家长花钱给孩子报班，追求“优雅气质”“精英教
育”等高端培训，往往是家长自己的兴趣所在或者“跟风”报
班，很少考虑孩子的感受。

一些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有的家长认为给孩
子报昂贵的培训项目是家长身份地位象征，一些培训机构
正是利用这种心理，推出“高端”培训课。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副教授方海光说，有的家长想
培养孩子的领导气质和团队引导能力，却没有考虑到孩子还
不具备基本的接受能力。暑假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在心理和
生理上得到放松。如今，参加大量的培训班却让暑假变了味，
压力甚至比在校时还大，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常年从事基层教育工作的北京市海淀区一小学教师李
然认为，因为面子、升学等因素考虑送孩子参与暑期培训，
实则扼杀孩子的兴趣，不仅可能学无所获，还会导致对其他
课外兴趣产生厌恶情绪。

教育界专家建议，报名短期培训之前，家长需多了解教
育机构的培训项目，除了根
据兴趣选择报一些培训班
外，可以鼓励孩子在假期帮
助大人做一些家务，提高孩
子的生活技能等。

3 岁幼童 CEO 培训班一年 5 万，靠谱吗

新华社北京 8 月 18 日电(记者高亢)记者 18 日从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 月 1 日起中国联通将
取消集团统一套餐漫游费，其各省分公司可根据本地情况
开展相应优惠活动，总资费较集团统一套餐将更优惠。

据中国联通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联通推出
的 3G 和 4G 套餐基本为长市漫一体化资费套餐，已不再
收取长途费和漫游费。近期，为满足消费者的普遍需求，
联通继续简化各类套餐结构，持续降低各类业务资费水
平，10 月 1 日起将在现有业务基础上进一步取消集团统
一套餐漫游费，旨在让广大消费者减少通信支出、透明消
费。

据中国联通刚刚公布的 2016 年中期业绩报告显示，
上半年，中国联通服务收入实现止跌回稳，达到人民币
1219 亿元，同比增长 1 . 4%，环比增长 6%，其中，非语音
业务占比达到 73 . 1%，同比提高 4 . 8 个百分点，收入结
构进一步优化。

中国联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晓初表示，中国
联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未
来，联通将进一步深化落实聚焦战略，加快提升市场经
营、网络支撑、运营及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以基础能力
的持续提升促进经营业绩持续改善，加快实现业绩回
升。

新华社西安 8 月 18 日电(记者陈
晨、蔺娟)短短一年间，“乱村”不乱了。
这着实让在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村生
活了大半辈子的余学岗没有想到。

杨官寨村曾是高陵区出了名的“乱
村”：辖区流动人口 1万余，以往治安最
混乱时，一天之内曾发生 7 起刑事案
件。去年以来，得益于派出所和街道办
服务职能下移，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月
发案率降至个位数。

“过去群众报案，派出所出警至少
10 分钟，现在民警驻村天天‘打照面’。
每天晚上，巡逻队巡逻到深夜，咱也能
睡个踏实觉。”余学岗说，不仅如此，如
今村民办理养老、居住证等业务，也无
需再往街道办跑，只要去趟村委会就
能办理。

西安市公安局高陵分局局长李全
生介绍说，去年以来，针对基层警力不
足的短板，高陵区探索“一村一警一站
一队”工作机制，每个村都建起警务室、
镇办“驻村工作站”和巡逻队，民警和乡
镇干部实现常驻。借助于此，今年上半
年，全区犯罪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37%，
公众安全感排名从过去的全市倒数上
升至各区县第一。

高陵区治安状况的变化，是西安
公安改革成效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
公安改革综合试点地区之一，近年来，
西安公安部门以警力下沉基层、打造
全息化破案平台和“互联网+警务”便民
服务体系等措施，使公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大幅提升。

如今，走在西安繁华地段，68个承
担着巡逻防控、接警处警任务的街头
警务站为市民吃下一颗安全“定心丸”。
西安市公安局巡警支队负责人说，西
安平均出警时间从 10 分钟缩短到 7
分钟，最快时 2 分钟之内即可到达现
场。

不久前，地处西安市中心的南大
街警务站接到群众报警称附近有小偷
行窃，警务站立刻出警，30秒就赶到现
场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而在以往，
接报后民警从派出所出发，至少也需 5
分钟才能赶到现场。

警力既“上”街面，也“下”社区。西
安市公安局建立起 495 个“家门口派出所”，将户政、信息查询、出
租房屋备案登记等 7项业务下沉到社区警务室，把派出所搬到群
众身边。

“我们提出 8 分钟服务准则，即群众 3 分钟赶来，5 分钟内办
结业务。”西航社区民警刘心鑫说，民警每周在“家门口派出所”工
作超过 30小时，面对面的交流也让警民的心贴得更近了。

“‘家门口派出所’使民警的工作方式从‘坐堂问诊’转为‘送医上
门’，让警务围绕民心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院长张
光说。

为筑牢群众身边的“安全线”，西安公安部门还建立起多警种
合纵连横的全息化作战平台，整合刑侦、治安、经侦、禁毒等 14 个
部门，依托“大数据”破案，刑事案件侦破率提升明显。

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有关负责人举例说，去年上半年，在梳
理西安市已破获的手机扒窃案时，民警发现大部分赃物销往深
圳。借助全息化平台的多个数据库比对，警方很快确定了 4 条手
机销赃渠道，在西安、深圳两地同时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 80人。

“全息化作战平台改变了警种分工过细、各自为战的旧有模
式，实现了多警协作、资源共享和高效运转。”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
阎鸿说，2015年以来，西安共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3 .6万起，打掉犯
罪团伙 1500余个，依托全息化作战平台，一批大案要案得以侦破。

出入境证照受理、驾驶证审验等权限下放至区县公安机关，
出台 8类 108项便民措施，网上车管所、“微警局”提供多种网络便
民服务……公安改革也为普通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走进家门口的雁塔区出入境办证大厅，半个小时之内，就完

成了叫号、拍照和填表的全流程，如此顺利让前来办理护照的西
安市民王女士颇感惊讶。“几年前我陪着爱人办护照，一进门，黑
压压全是人，整整一天才忙完。”

“作为全国 8 个公安改革综合试点之一，西安公安部门将继
续探索深化改革的诸多举措，打造城市安全和为民服务的‘升级
版’，力争为公安改革交上一份优秀的‘西安答卷’。”西安市委常委、
市公安局局长任军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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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7 日，孩子们在国学班课堂上学习《弟子规》。

楼上古寨位于贵州省石阡县国荣乡，依山傍水建于半山之间。为服务村寨周边留守儿童，
几位村民于 2015 年自发开办了国学班，但不能满足村寨及周边村庄 200 多名留守儿童的求学
需求。在网络筹款和县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2016 年 7 月，国学班在新校舍开班，并吸引了外
地大学生前来支教，让当地留守儿童免费享受国学滋养和传统文化熏陶。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贵州石阡:国学“滋养”楼上古寨

联通 10月 1日起取消统一套餐漫游费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据新华社上海 8 月 18 日专电(记者黄安琪)近日，上海一
家网络公司因未按照法律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而被离
职员工举报，相关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公司不服，反将行政
部门告上法庭。

王先生是上海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后从该公
司离职。2015 年 10 月 16 日，他向徐汇区人社局投诉举报，称
公司未按照其工资实际标准缴纳社会保险费，要求劳动监察
部门责令其依法补缴。

徐汇区人社局随后启动相关处理程序，并于 2016 年 3 月
3 日对网络公司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网络公司不服，向上
海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2016 年 6 月 17 日，上海市人社局
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徐汇区人社局的行政行为。

网络公司表示，公司在王先生入职时曾有过口头约定，按
照上海市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工资，并以此为基数缴
纳社会保险费用。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法按时足额缴纳社保
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徐汇区人社局在查实原告存在未按
照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后，责令其限期改正。上
海市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和依据足以证明其具有作出被诉复议
决定的职权，并履行了相关法定程序，所作被诉复议决定具有
合法性。据此，法院当庭驳回了这家公司的全部诉请。

少缴社保被前员工举报

沪一公司不改正反上诉

据新华社郑州 8 月 18 日专电(记者双瑞)河南省洛阳市
新安县的一家民营铝业公司，由于氮氧化物长期超标排放，
今年上半年，新安县环保局多次对其开出《按日连续处罚决
定书》，罚款金额累计近 8000 万元。

据了解，这是新环保法和新大气污染防治法相继实施
后，河南省出现的金额较为巨大的行政执法案件。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氧化铝厂。记者
查询新安县环保局挂牌督办和行政执法信息，仅今年 1至 6
月，对该公司开出的处罚决定书就达 9 次，罚款金额累计
7980 万元。其中有 7 次为按日连续处罚。

氮氧化物超标主要原因是脱硝处理不到位。在接到环保
部门的整改通知和罚单后，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进行
过脱硝改造。根据新安县环保局的调查结果，该公司曾投资
600 万元改造锅炉的低氮燃烧器，截至 2015 年 6 月，已降低
氮氧化物排放量约 40%，但仍属超标排放。

为什么罚款金额如此高？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先根据去
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可以对违法排放污染物且拒不改正
的经营者按日连续处罚。另外，今年起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
法规定，按日计罚的金额上不封顶。依照河南省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实施细则，环保部门按日计罚金额可在 10 万元至
100 万元间浮动。

洛阳一企业氮氧超排

半年被罚近八千万元

据新华社合肥 8 月 18 日电(记者杨玉华、姜刚)“以前，种菜
打农药那可真是乱打，瞎用药不说，有时一两天就打一次。”安徽
省宣城市宣州区孙埠镇菜农马志忠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是科学
用药，用合作社供应的高效低毒农药，有人指导打什么药、防什
么病、怎么打药，打药次数少了，效果反而更好了。

“以前基本没什么检测，现在来抽检的明显多了。”已有 20
年种菜经历的马志忠告诉记者，“从种菜到卖菜都有抽检把关，
这样的蔬菜质量没得说。”

马志忠提及的变化是宣州区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的缩
影。该区副区长陶晓海说，宣州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近年来
一直将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区里的重点工作，推进农业标准化
生产，提升农产品安全水平，有效落实民生问题。去年 7 月，宣州
区被农业部认定为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试点区。

组织保障是监管“全覆盖”的重要环节。“我区建立了区、乡、
村、企四级监管网络。”陶晓海表示，该区专门组建区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局，今年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设专
职专岗编制 58 名。各行政村确定 2 名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

为破解投入品监管难题，宣州区推行“放心农资经营示范
店”创建、实行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管理及兽药 GSP 认证管理，规
范农兽药经营行为，去年以来共创建“放心农资经营示范店”27
家。该区还推行农药经营处方制，在农资经营店发放农药经营处
方单，按单进行病虫害防治，力争做到“对症下药”。

作为示范店之一，位于宣州区杨柳镇的农资经营店主阚宏
银说，他有种植群和养殖群两个微信群，里面有 100 多个种植养
殖农户，平常交流农药等农资使用情况，有问题大家随时讨论，
就是为了实现精准施药。“上个月有个农户反映，农产品上面有
黄叶。我没有立即下药，而是拍照发给植保专家问诊。”阚宏银告
诉记者，在认定为黄萎病后，指导农户施药。

为打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宣州区去年投入
400 万元组建了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乡镇办事处建立了
检测室，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建立了自检室。“所有检测室均实
现与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平台的对接，检测数据每天及
时上传。”宣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局长彭晓明说，去年以
来，该区共抽样检测蔬菜、茶叶、水果、畜禽、水产品等农产品样
品 99778 个，合格率在 98% 以上。

从种菜到卖菜都有抽检把关

宣州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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