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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的吉林大地，
第一场雪如约而至，永吉县
口前镇党委副书记马宇驰舒
了一口气：“总算是把冬天跑
赢了，让受灾的老百姓在入
冬前住进了新居。”

2017 年 7月，永吉县一
周内接连遭遇两次历史罕见
的强降雨，20 余万人受灾，
1600 多户居民无家可归，
1616 户房屋需要重建，近
6000 户房屋需要修缮。7月
中旬受灾，10月末就会天寒
地冻。“重建必须快，一分钟
都不能耽搁。”于是，上千名
干部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
里，夜以继日地忙碌在施工
现场。一场与冬天的赛跑在
灾区无声地进行着。

走进受灾严重的永吉县
口前镇歪头村，路边仍然可
以看见被洪水冲毁的残垣断
壁。风裹着雪花透出阵阵寒
意。但在受灾户朱晶复的新
家里，却是温暖如春。她和老
伴韩德荣正在新盖的瓦房里
忙碌。新房子有地炕，热气从
脚下往上冒，像城里人家的
地热一样。

绕到朱晶复的里屋，等
待安装的陶瓷坐便搁在卫生
间一旁，墙上安装了新淋浴
喷头，下水直接排到新装的
环保化粪池里，顶棚还装上
了浴霸。

“这房子比原来的强多了，密封好，冬天不受罪。跟城里
的楼房条件一样。”韩德荣说。

搁在 3 个月前，朱晶复夫妇“死的心都有了”。洪水冲毁
了 80 多平方米的大瓦房，值钱的家当都给冲没了，一时间
觉得生活没了奔头。

但过了没多久，朱晶复和歪头村的村民就展开了愁眉，
有党和政府作坚强后盾，永吉县开启了灾后重建工作。按照
受损程度不同，村民能获得 3000元、5000元不等的补偿，
房子被冲毁住不了的，政府一次性补偿 6 . 3万元，既可以选
择重建，也能选择拿钱。“盖 60 平方米的房子，63000元足
够了。”村民孙凤才说。

在歪头村走访时，记者见到了包保该村的口前镇党委
副书记马宇驰，他已经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来到这里了。村
民们对这个敦实的干部熟悉得很，谁家房子上梁、谁家地板
铺砖、谁家缺少建材……他一清二楚。

“一天至少来两趟，有啥困难找这小伙绝对管用，真
好。”孙凤才说。马宇驰有些不好意思，“我这算啥，咱村支书
才忙，腿脚一刻都不闲着，脚指甲盖都走掉了。”

镇村干部频繁上门，有啥困难马上办理，今天落实明天
就开工，县里土地、住建部门入村服务，干部们扎实辛勤的
工作深深印在群众心里。

孙凤才 84 平方米的房子 8月 28日开工，10月 4日就
搬了进去；朱晶复 9月初开始盖房，中间收割玉米耽搁了俩
礼拜，现在也住了进来。许多村民说：以前盖房至少要半年，
现在政府调来铲车、钩机，协调工程队，帮着买建材，速度就
上来了。

农村受灾户盖平房，县城受灾户盖楼房。永吉县住建局
副局长刘宇峰说：“针对县城里的受灾户，我们把棚改和灾
后重建结合，把棚改计划提前，受灾居民靠前入住，资金最
大化利用。”

永安小区是永吉县中心城区受灾群众的安置小区，小
区里干净整洁，两栋 6 层高的楼房 8月 4日开工，到了 10
月底，80 岁的于淑珍就已经拎包入住了。

“比原来住的破房子强 100 倍，舒服暖和，干部们三天
两头就上家里看看，让我别客气，有啥需求就提。”于淑珍
说，“看我家庭困难，他们集资在厨房安装了煤气灶、油烟机
等，真好。”

有居民担心过冬前住不进去，天天跑到工地上看，结果
发现工人们从天亮干到天黑，夜里还在马不停蹄备料，政府
监理 24 小时跟踪监督，心里踏实了。

“我们拼命往前赶，一定要让受灾群众在入冬前住上新
房。”刘宇峰说。

如今，永吉县包括棚改在内的受灾城镇居民集中安置
178 户，楼房和补偿金已经分配完毕。农村分散自建 550
户，已全部竣工。选择货币化安置的 888 户，也已全部签订
货币安置协议。
记者离开永吉县的时候，雪花依然在飘着，寒冬虽即

将到来，但所见所闻却无不透着阵阵暖意。当地干部说
的一句话一直在记者耳边回响：与冬天的赛跑只是一场
短跑，在为群众谋利益的长跑赛道上，却永远没有终点！

(记者褚晓亮、段续、张博宇)新华社长春电

一
场
与
冬
天
的
赛
跑

吉
林
永
吉
灾
区
重
建
见
闻

“携程亲子园事件”发生后，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在呼吁尽快填补机构监管漏洞之外，更多讨
论聚焦于其折射出的我国 3 岁以下托育服务严
重供给不足的现实。“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带来托育需求持续增
加；另一方面，托育机构匮乏、标准制度缺失，监
管部门混乱，托育市场“发育不良”现状凸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幼有所育”谁来育、怎么
育，已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我国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4 . 1%

“入托难”成家长心病

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
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 . 1%，远低于一些发达国
家 50% 的比例。“入托无门”成为很多 0 岁到 3
岁幼儿家长的心病。

北京市民刘先生两年前就遭遇这样的困
扰，由于他的孩子是 11月份出生，当年不满足
三周岁才能上幼儿园的条件，在找了几所公立
幼儿园无望后，不得已刘先生把孩子放到了小
区里的“家庭托儿所”，然而，上了不到 3 个月，
该园因为没有相关资质而停办。

“没办法，只好靠‘两边老人轮流值班、保姆
随时更换、家里安装摄像头’等方式，熬到小孩 3
岁才上了幼儿园。”刘先生说。

入托难，已成为各地面临的共性问题。据上
海市妇联 2017 年初的调查，88% 的上海户籍
家庭需要托育服务，上海有超过 10万的 2 岁儿
童需要托育服务，而上海市集办系统与民办系
统合计招收幼儿数仅为 1 . 4万名。

“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在一段时期里降低了
托儿需求，使托儿所的消失暂时没有呈现出太

大影响，但如今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家庭
结构的改变，我国的托育难题急剧显现出
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杨菊华说。

面对规模极其有限的托育市场，家长们
的选择充满无奈。多位家长反映，少数具有办
学许可的民办托儿所，硬件一般，名额却长期
供不应求；一些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名
义注册的早教机构，实际是违规从事婴幼儿
日托服务，随时有关门风险；而家庭作坊式的
托育点，卫生、消防等方面可能存在安全隐
患，威胁到孩子人身安全。

半年跑了多个部门办不下一

个托儿所 托育市场“发育不良”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托育市场整体
面临机构数量不足、服务管理缺失、政策支持
不够等问题。

——— 公办缺位。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
大量事业单位办的福利性托儿所被裁减。随
着二孩出生带来的学前教育资源紧张，很多

地方公立幼儿园也陆续取消原本针对两三岁
儿童的“托班”，公办托育服务进一步萎缩。

以上海为例，2015 年全市独立设置托儿
所仅 35 所，比 2011 年减少 21 所；在 0-3 岁
8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
0 . 65%。

——— 民办缺“路”。上海一位退休幼儿园
园长陆女士此前被某民办托育机构找来创办
托班，但过程却充满曲折。在向教育局申请行
政许可未果后，她又陆续找了妇联、卫计委等
部门，但均表示不归本部门管，半年过去，至
今没有办成。

“没有部门发证，也没有部门监管。想办
个托儿所最后不知道该找谁。”陆女士说。

据了解，我国托育市场目前尚无明确的
审批和管理部门，多地教育部门称，学前教育
从 3 岁开始，0-3 岁的托育不归其主管，早已
停止发放托儿所牌照。一些创办者由于拿不
到教育许可，转而去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机
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把托班先开起来。但
工商部门又表示，教育咨询机构不具备提供
午餐、全日制托育资格。复杂的创办流程让民

办机构望而却步。
——— 标准缺失。由于缺乏准入、评定、考

核等标准，市场上托育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
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托育点设置在居民区
内，有的有个三居室的单元房就能开班，师资
力量有的靠无保育资质的家政保姆。而如果
按照幼儿园建设标准，很难有企业点、社区点
能够达标。携程方面就曾表示，幼儿园对班级
规模、占地标准等有很高要求，在商务楼办公
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

政府主导、民办同步 多管

齐下促进托育市场发展

专家建议，应明确托育的公共服务地位，
统筹整合管理机制，完善相关政策支持，构建
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市场体系，
更好实现“幼有所育”。

“近年来，我国托育服务供给长期处于
‘部门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的
失衡状态，当务之急是将托育服务上升为国
家行为。”杨菊华建议，应将托育服务纳入国
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具体
负责职能部门，利用整合卫生计生、教育、民
政、人社、税收、工商等部门资源，为发展提供
良好环境。

贵州省幼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剑辉建
议，应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发展普惠性
托育服务事业，在现有公办幼儿园增设托管
班，明确将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同时，出
台婴幼儿托育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
规范，推动行业发展有章可循。

“应鼓励有资质的主体开办托儿所、托育
中心、邻托服务等，对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在
自有场地内建托育设施要给予政策支持。”广
州市政协委员简瑞燕建议，降低准入门槛，公
平对待并扶持民营托育机构。

(记者吴振东、向定杰、郑天虹、潘旭)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

托育市场“发育不良”，“入托难”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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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11 月 12 日电(记者孙志平、李
亚楠)近日，秘鲁官方致函国家质检总局，允许
三门峡苹果向秘鲁出口，这是继加拿大、美国、
智利后，三门峡苹果打开的又一国际市场。

近年来，类似三门峡苹果出口秘鲁的案例
在河南还有很多。汤阴鸡肉、信阳砖茶首次出口
蒙古国，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潢川鸭
肉首次出口新西兰，成功开拓大洋洲市场，郑州
速冻食品顺利出口乌干达，率先登陆非洲市
场……越来越多的河南农产品正成为海外市场
“宠儿”。

河南西峡县双龙镇陈坪村位于伏牛山深
处，56 岁的村民王海贤种植的 1万袋香菇成熟

后被加工成干菇，随后送往镇上国内最大的
双龙香菇交易市场。几经转运，最终出现在数
千公里外日本大商场的货架上。

通过一朵朵香菇，西峡县众多“王海贤”
们同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3 年时间，西
峡香菇年出口货值从 2014 年的 25 亿元增长
到 2016 年的 43 . 8 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干
香菇出口货源集散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价
格形成中心。

西峡香菇产业的成功得益于河南省实施
的“一县一品”创建工作。河南粮、棉、油、肉生
产总量均为全国前 3 名，食品工业是河南两
个超万亿产业之一。然而，得天独厚的自然禀

赋却长期未能转化成出口竞争优势。
为弥补出口短板，河南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向河南省政府提出了“一县一品”创建工
作设想。2015 年 5 月河南正式出台意见提
出，要加快实施出口食品农产品品牌战略，支
持有条件的地方创建“一县一品”“一县多
品”。

经反复论证，河南省筛选出食用菌、肉类
产品、木柳制品、食品添加剂、鬃羽制品、蔬
菜、果汁饮料等 14 个出口品种给予重点培
育，最终形成 10 亿美元、5 亿美元、2 亿美元
和 1 亿美元出口梯队。

短短两年时间，三门峡灵宝、漯河舞阳、

驻马店泌阳等地复制西峡模式，香菇陆续出
口到德国、俄罗斯、墨西哥和“一带一路”沿线
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三门峡香菇，出口金
额从 2014 年的不足 2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超过 14 亿元。不仅仅是西峡香菇，还有杞县
大蒜、光山茶叶等多个品种得到复制推广。

2016 年，河南食品农产品出口首次突破
200 亿元大关，成为全省重要出口增速引擎；
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30
个，居全国第二位；重点培育出了 1 个 10 亿
美元、3 个 2 亿美元、5 个 1 亿美元出口品类
等 9 个核心品类……越来越多河南农产品正
加速走上“世界餐桌”。

河南越来越多农产品丰富“世界餐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记者刘羊
旸)记者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获悉，
12 日，随着最后一道焊口完成焊接，中俄原
油管道二线工程 941 . 8 公里管道全线贯通，
具备了进油条件。

据介绍，2018 年 1月 1日，中俄原油管
道二线工程将正式投产，届时，从东北输油
管道进口的俄罗斯原油将由现在的每年
1500万吨增加到 3000万吨。
中俄原油管道二线工程由中国石油管道

公司建设和管理。管道起点位于黑龙江省漠
河县漠河输油站，途经黑龙江、内蒙古两省
区，终点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林源输油站。工
程于 2016 年 8 月正式开工建设。管道公司
紧密结合现场实际，在进度、质量等方面推
行科学管理方法，为高寒地区长输油气管道
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俄原油管道

二线工程全线贯通

据新华社深圳电(记者彭勇、陈立新)近
日，建设银行深圳分行与招商、华润、碧桂
园、星河等 11 家房地产公司，以及比亚迪、
方大集团、研祥智能、兆驰等 11家企事业单
位举行住房租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推出
5000余套包括“CCB 建融家园”在内的长租
房源，并发布个人住房租赁贷款产品，标志
着建设银行正式进军深圳住房租赁市场。

本次首批推出的包括“CCB 建融家园”
在内的长租房源，共计 5481 套，其中大部分
是由售转租的全新房源，主要面向具有稳定
居住需求的人群，提供多层次的居住选择。
据统计，截至 10月份，已有 70 多家科技型企
业向建行提出承租意向。

“CCB 建融家园”是建行为推进长租房
市场建设和住房供给侧改革，联合有实力的
开发商共同打造的品牌长租社区，努力向深
圳住房租赁市场传递“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
家”的住房理念。

建设银行进军

深圳住房租赁市场
▲ 11 月 12 日凌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衡阳邮区中心局分拣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紧

张作业。“双十一”过后，各地电商快递迎来物流高峰。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显示，今年的“双十一”依然保
持消费旺势，快递业在“双十一”面临业务量和服务质量两方面的巨大考验。 新华社发（曹正平摄）

“双十一”后快递迎高峰

（上接 1 版）双方同意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
要共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稳步推进包括共同开发在内
的各种形式的海上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
稳定。

双方同意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
织、亚欧会议、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国际和地
区框架内的配合。中方祝贺越方成功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
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各方一
道，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发展繁荣作出积
极贡献。

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和“两
廊一圈”合作备忘录以及产能、能源、跨境经济合作区、电子
商务、人力资源、经贸、金融、文化、卫生、新闻、社会科学、边
防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阮富仲在主席府广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广场
外簇拥着身着民族服装迎候习近平的当地民众。习近平乘
车抵达时，越南少年儿童挥舞着中越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
近平到来。阮富仲在停车处迎接，越南儿童向习近平献上鲜
花。习近平同阮富仲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奏中越两国国歌，
鸣 21 响礼炮。习近平在阮富仲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全体仪
仗队员用越南语高呼“祝总书记身体健康”。习近平同越方
陪同人员握手，阮富仲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和阮富
仲返回检阅台，观看分列式。两国领导人前往越共中央驻地
时，越南青年抛撒花瓣欢迎。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等出席上述活动。越南方面出席
的有：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检
查委员会主任陈国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范明政，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外交部部长范平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宣教部部长武文赏，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
部长吴春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部长苏林，越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阮文年及越南政府有关
部门负责人。

据新华社长沙 11 月 12 日电(记者周
楠)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人民法院一份裁判
文书近日成了“另类网红”，原因令人啼笑皆
非。这份裁判文书只有一页纸，却出现 7 处
书写差错，包括地名、姓名、性别等。记者 12
日从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经调查核
实，裁判文书严重差错问题属实，此案审判
长李洪涛、对裁判文书负有校对责任的滕继
延均被处分。

据网民曝光的照片显示，这份裁判文书

是一份执行裁定书，落款时间为 2017 年 4月
14 日。不过这份只有数百字的文书上，却出
现了 7 处错误，包括两处把“东安县”写成“东
这县”，把两名被执行人的名字反复写错，把
性别“女”写成了“吕”，“身份证号码”写成“身
份号码”等。

这份“另类网红”裁判文书引发社会热
议。有网民感叹，文书中的文字错误到了令小
学生都无法容忍的程度。也有网民认为，法院
出具的裁判文书容不得半点马虎，在东安县

法院却成“儿戏”。
此事被曝光后，东安县法院监察室等部

门介入调查。经查，东安县法院执行局负责
人李洪涛在担任此案的审判长过程中，文
书审查把关不严，导致执行裁定书出现 7
处错误。李洪涛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经东
安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李洪涛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经东安县法院研究决定，给予对
裁判文书负有校对责任的滕继延行政警告
处分。

“七错裁判文书”涉事法官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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