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湖南
最强大脑
湖南省科技创新奖励大会召开，287个项目
（团队、人选）获湖南省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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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天路滑
老人跌下河堤被救

6月 9日 8点 17分，永州市祁阳
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祁阳
县沿江路浯溪一桥附近有一名60多
岁的老人不慎失足跌落到几米高的
河堤下。消防派员赶到现场。

老人腿部已受伤，无法站立起
来，一组消防指战员架设拉梯，将老
人搀扶到一名消防员背上，另一组消
防指战员在身后保护并安慰老人不
要着急。经过消防指战员 7分钟的
紧急救援，通过拉梯成功将老人背上
河堤，并移交给医护人员进行救助。

救援
现场

望城公布
民办学校办学评估

6 月 10 日，望城区教育局公布
了全区幼儿园和民办学校年度办
学情况评估，望城区立德经典小学
和望城区新起点幼儿园经评估不
合格。

望城区教育局 5 月 25 日至 29
日对全区幼儿园和民办学校进行了
年度办学情况评估，并将评估结果
分优秀单位、合格单位、新审批单
位、基本合格单位和不合格单位进
行公布。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评估
情况。

码上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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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为流浪狗崽做人工呼吸

近日，湖南张家界女孩燕丽宇救助了一只流浪狗。这只狗
狗分娩时，有一只小狗崽濒临窒息，她立即帮小狗崽把羊水甩出
来，还为小狗做人工呼吸，并叫来兽医抢救，但最终未能救活狗
崽。燕丽宇称，其它5只小狗非常健康活泼，现正在寻找主人。

6月10日18:49
潇湘晨报

孕妇班主任带全班学生跳霸王别姬舞

近日，一段孕妈班主任带领小学生，表演《霸王别姬》的创意
舞蹈视频爆红网络，该视频为湖南怀化市宏宇小学六年级十一
班的课间活动。班主任曾老师表示，毕业将至，选取《霸王别
姬》，希望孩子能做自己人生的“小霸王”。校长袁彬称，该活动
符合学生年龄、爱好及教学实际，鼓励创新课间活动。

6月10日12:42
潇湘晨报

朱袁跟着蜗牛在途中：孩子们一个个都很精神。

霖霖也去：姑娘好棒！

地铁3号线
具备初期运营条件

长沙人期待已久的地铁 3 号线
又有新消息了！近日，21位专家对3
号线一期工程进行了初期运营前安
全评估。

经过3天认真细致的专业审核、
踏勘与系统抽查，专家组对地铁3号
线给予了充分肯定与较高评价，一
致认为本工程已建成，长沙市轨道
交通 3号线一期工程具备初期运营
的条件。

相信不久之后，3号线就能开通
运营，方便大家的出行。

早安
湖南

据央广报道 就业事关基本民生、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近日，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
输部、水利部、国家林业草原局和国务院
扶贫办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用好各
类公益性岗位，将其作为当前今后一段时
间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举措，充分发挥
就业保障作用。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和就业形势变化，动态调整就业困
难人员认定标准，及时将受疫情影响的失
业人员、残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等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纳入援助对象范围。

根据就业援助对象的特点和需求，各
地要设计服务路径和援助举措，实施分类
帮扶。针对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积极推
荐企业吸纳，帮助灵活就业，扶持自主创
业，落实好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职业

培训补贴等政策。对仍然难以通过市场渠
道实现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

通知强调，公益性岗位要聚焦城乡公
共服务短板把握开发领域，并合理利用临
时性城镇公益性岗位。2020年新开发的城
镇公益性岗位以短期性、临时性岗位为主，
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安置人员。临时
性公益性岗位在岗时间不超过 6个月，探
索实施项目制管理，适当采取非全日制等
方式。根据实际工作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
岗位补贴，全日制岗位补贴不超过当地月
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岗位补贴不超过
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补贴根
据参加社会保险情况按规定发放。

通知还要求，公开发布岗位招聘信
息，在网络或街道（乡镇）、社区（村）公告
栏发布张贴招聘公告，注明岗位职责、招
聘要求、薪酬待遇、劳动时长、在岗时间等

信息。规范开展人员招用，组织好上岗资
格认定、人岗匹配和拟招用人员公示等工
作，接受社会各方监督。优化服务方式，
搭建信息发布平台，开设招聘服务专区，
为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求职招聘服务。

通知要求，强化岗位规范化管理。严格
开展安置人员身份核实认定，确保依法依规
安置符合条件人员，强化相关补贴资金监
管。加强在岗人员履职情况监管，定期开展
考核评价，重点考核工作成效、遵守规章制
度和工作纪律情况。及时纠正查处安置不
符合条件人员、优亲厚友、轮流坐庄、资金
补贴一发了之、变相发钱等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避免一村多岗、一人多岗等岗位设置
过多过滥等现象。强化实名制动态管理，
建立省级公益性岗位数据库，做好各类公
益性岗位统计分析，按季度报送有关情况。

七部门要求各地用好公益性岗位
及时将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纳入援助对象范围，实施分类帮扶

6月9日，郴州苏仙区坳上站，消防员为被困旅客送来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当天早晨7时左右，K951次和Z235次列车
经过该站时停了车。原来，由于持续强降雨，京广线郴州、韶关、清远等区段降雨量超警戒值，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铁路部
门对部分区间采取了临时封锁或限速运行措施。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为两趟列车1200余名乘客送上物资。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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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快递员”
列车因暴雨临时停运，消防为滞留乘客送物资

“最惨创业者”
犯了哪些危险错误
A07

把握扩大内需
这一战略基点
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A02

留守儿童合唱团
将登上国家大剧院
A05

外交部敦促美方
正确看待涉港国安立法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涉港国
安立法发表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表示，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敦促美方正
确看待涉港国安立法，停止借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在美方一些人看来，可能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如
果不是听美国的话，跟美国一起攻击中国，那就一定是
受到了中国的胁迫。这种看法实在是狭隘和可笑。”
华春莹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
国、各方、各人都有权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作
出独立的判断，并且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

她说，关于涉港国安立法，中方已经多次表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不仅符合香港
社会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保护各国在港机构和人
员的合法权益。中国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后，包
括企业界在内的有关各方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并
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对此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
涉。我们敦促美方正确看待涉港国安立法，停止挑
拨离间、煽风点火，停止借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
政。”华春莹说。

力度空前举措
增加地方可用财力

据央视报道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基层保基本民生、
保工资、保运转面临较大压力。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这三项内
容是今年预算安排的重中之重，将采取力度空前的举措，增加地
方可用财力，增强基层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能力。要
完善“中央到省、省到市县”的监控机制，按日实施县级工资保障
监测预警，逐月通报地方基层财政库款保障情况。

刘昆介绍，今年，中央财政通过采取新增财政赤字、发行抗疫
特别国债、大力压减中央本级支出等措施加大对地方财力支持。

刘昆接受采访时说：“增加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共 2万
亿元，这些资金要全部转给地方，直达市县基层。今年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达到 83915 亿元，比上年增加 9500 亿元，增长
12.8%，增量和增幅都是近年来最高的，并重点向中西部和困难
地区倾斜。”

刘昆表示，要完善“中央到省、省到市县”的监控机制，按日
实施县级工资保障监测预警，逐月通报地方基层财政库款保障
情况。省级财政要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对县级的转移支付规模
只能增、不能减，确保县级财力不低于上年水平。县级财政要坚
持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在预算安排和库款调度方面
的优先顺序。

复工音乐会
6月 10日，由长沙交响乐团演出的复工

首场音乐会在长沙音乐厅举行，本次演出共
有交响诗《红旗颂》，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
《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三支曲目。尽管
受疫情影响，现场只有一半观众入场，但观
众席的掌声不断，参与现场演奏的钢琴演奏
家宋思衡两次返场为观众即兴演奏了两首
钢琴独奏。 图/记者张云峰

有奖征集
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启动“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身边的正能
量线索。线索一经采用，报料人可获 100元至
300元不等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