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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区多举措促群众就业
本报抚州讯（通讯员章晋辉、黄书兰）“多亏了人社部门

的帮忙，让我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7月15日，抚州
市临川区孝桥镇一家服装厂里，正在工作的村民陈满英高兴
地说。为了切实做好城乡群众就业工作，临川区采取多项措
施助就业，取得明显成效。今年以来，该区已经有 3600余名
城乡群众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该区人社局、乡村振兴局派出 12 个就业工作组进村入
户，对全区各乡镇、街办待就业人员进行摸排，建立台账。针
对有就业意愿的群众，详细掌握就业目标、预期工资等就业
信息。通过村级微信群发招工信息、张贴就业服务指南。鼓
励脱贫群众创业，对初次创办企业并稳定经营6个月以上的，
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在做好本地就业的同时，该区全力做
好劳务输出，通过“点对点”“专车输送”等形式，把群众有序、
安全输送到外地企业务工。

京东派出所“三调联动”解纠纷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黄慧）“感谢融调解中

心的真情调解，我们双方都满意！”7月 5日，调解当事人成先
生在南昌市公安局京东派出所签订了调解协议后，紧紧握着
人民调解员的手，感激地说道。

此前，成先生和熊先生因让路的小事引发打架，经法医
鉴定分别为轻微伤和轻伤一级，双方均表示愿意调解，但赔
偿金一直未能达成一致。融调解中心人民调解员和驻所律
师仔细研究案卷，认真倾听双方诉求，多方寻找突破口，终于
调解成功。

融调解中心于去年6月1日正式揭牌。中心邀请人民调
解员、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知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共 35人加入，
与民警一起组成调解团，形成以行政调解为主体、人民调解
和司法调解为补充的“三调联动”调解机制，将矛盾纠纷隐患
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从成立至今，融调解中心已成功
调解了85起纠纷，调解成功率和群众满意率均为100%。

本报新余讯 （通讯员李伊洁、熊宇梅）7月 8
日，新余市应急管理局工会租用离单位距离较近
的一家美术培训机构场地，将其布置成“爱心绿
岛”，免费为本单位13名在职职工的18个4至8岁
的未成年子女提供公益性托管服务，有效解决了
局干部职工暑假期间小孩“看护难”。这是该市落
实《新余市民生体系三十条》，推动全市“大变样”
的一个缩影。

“爱心绿岛”活动是新余市直机关工委联合

市总工会、市教育局共同打造的一个“为民办实
事”暖心平台，旨在解决在职职工假期子女托管
难题，切实为干部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爱心绿岛”配备有绘本阅读区和积木游戏
区等活动场地，通过借助外校优秀教育资源和
充分发挥本单位干部职工特长，为小朋友们提
供暑期作业辅导、音乐、绘画、手工、游戏、竞
技、口才等全方位的课程服务，丰富暑假生活，
提供安全保障。

新余“爱心绿岛”免费托管职工子女

南昌推出中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
本报南昌讯（记者钟珊珊）7月15日，记者从

南昌市教育局获悉，为有效解决义务教育学校学生
暑期“看护难”问题，切实减轻家长负担，南昌在全
市义务教育学校学生中开展暑期校内托管服务。

该市规定，各县区均要在义务教育学校学生中
开展暑期托管工作，可以校为单位进行组织，也可
以区域为单位确定托管服务承办学校，学生以就近
原则，可以跨校参加，努力实现有需求的学生全覆
盖。其中，各托管学校由属地县区教育部门安排。
小学面向本学校2020-2021学年度一至五年级学
生，初中面向本学校初一至初二年级学生提供暑期
托管服务，优先满足双职工家庭需求，由学生家长

自主自愿报名参加。
各学校通过开放自习室、图书馆、阅览室、运

动场馆等，为学生提供基本托管服务，服务内容主
要为游戏活动、文体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
趣拓展、作业辅导等，严禁整班集体补课、讲授新
课，不得超前教学。

该市教育部门提倡选取场地充裕、场馆设施
齐备、硬件条件较好的学校提供托管服务。各县区
可统筹安排县区内教职工志愿参与，也可引入具备
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师资参与校内课后服务，还
可通过发挥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居委会、
家长委员会、大学生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开展。

“社区在家门口办暑期托管班，这
实在太好了”“对于双职工来说，暑期托
管班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这
里有空调、有伙伴，还有志愿者老师教
我做作业，真的很好”……

7月 6日，免费的学生暑期托管班
在万年县城市社区管委会新华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率先开班，来自该社区
的双职工家庭孩子、留守儿童等 20 多
人，在托管班由两名教育志愿者看护，
上午辅导作业，下午开展文体活动。这
一举措得到家长、孩子和社会各界的点
赞，并迅速推广，仅 6天时间就有 20多
个社区开设暑期托管班。

暑期托管班怎么托？能否可持
续？7月12日，记者带着疑问深入万年
一探究竟。

“这真是一件大好事”

7月12日，烈日炎炎，在新华社区、
老街社区、幸福社区、公园社区等地，一
群群孩子在凉爽舒适的教室内，由志愿
者老师看护，或练习唱歌，或学习绘画，
或做趣味活动，大家倾情投入，气氛轻
松活跃。

“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希望明年还
能继续办下去。”家住新华社区的居民
何恩爱，二孩不满两周岁，需要时刻看
护，大孩就读二年级，放假后在家不是
看电视就是溜出去玩。自从进入社区
暑期托管班后，他不仅每天认真完成作
业，还交了不少朋友。

家在建安社区杨湾村的李紫彤，是
万年一小四年级学生，她说：“父母做生
意很忙，我经常一个人在家，来到暑托
班后，与大家一起唱歌，非常开心。”

据万年县教体局有关人士介绍，各
社区暑期托管班共吸引教育志愿者
400余人，受益群众达1000多人。

“教育+社区”破解难题

暑期托管班是如何运作？
6 月底，万年县教体局问需于民，

从学生假期“看护难”、校外辅导“杂乱
贵”等事情入手，借鉴江苏、浙江等地工
作经验，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发挥“教
育+社区”双志愿作用，针对双职工孩
子、留守儿童免费开办暑期托管班。

“教育+社区”双志愿的提出，得益
于该县教体局与县城市社区管委会通
力协作。教体局指导教育志愿者协会
招募志愿者、制定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城市社区管委会则引导各社区腾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和社区书屋、书院等场
所，社区工作人员负责对暑托班进行调
查、摸底、统计。

每班每场必须有两名教育志愿者
参与，活动内容以作业辅导、文体活动、
红色文化教育等为主……

一项项实施计划出台之后，万年县
教育志愿者协会在志愿者微信群发出

招募通知，不到半天就有 300多名教师
志愿申请。

万年县教体局局长叶建华表示，接
下来，县教体局将继续扩大受惠面，鼓
励全县各学校利用资源开办暑期托管
班。同时，为鼓励参与志愿服务的教
师，教育部门将根据参与志愿服务时间
等方面优先给予评优评先。

不仅办起来，还要办得好

暑期托管班不仅要办起来，还要办
得好、留得住学生。

部分受访老师和学校负责人表示，
将结合各地实际，充分盘活各类资源，
增强服务的针对性、精准性，真正解决
群众的实际需求，服务于孩子健康
成长。

“ 这 是 心 的 呼 唤 ，这 是 爱 的 奉
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
泉……”上饶师范学院“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志愿者 2019级音乐舞蹈学院
学生吴佳琪，将精心设计的课程带入珠
田乡珠田学校暑期托管班。从认识曲
谱到唱歌发声，再到气息控制，孩子们
听得认真、学得快乐。

为了给孩子准备一堂耳目一新的
课程，万年六0小学语文教师黄中福通
过精心备课，把李白有名的诗句与有
趣的故事一一叙述出来，课堂上孩子
们时而发出朗朗笑声，时而歪着脑袋
沉着思考。

“未来我们还要引入万年蓝天救援
队和万年绿舟救援队志愿者，分批进入
各暑期托管班，给孩子们讲授防溺水方
法及假期安全注意事项。”长期从事公
益事业的袁望球老师说。

7 月 17 日下午，在贵溪市花园街道铜苑社区
“四点半课堂”，社区的孩子们在老师志愿者的带
领下，认真学习画画。

近年来，贵溪市“四点半课堂”已成为孩子们
下课后的好去处。今年暑假期间，“四点半课堂”
全天候开放，孩子们在这里读书识字，唱歌画画，其
乐无穷。 通讯员 严米金摄

七月，在温热与潮湿的互
相影响下，铜鼓县上四坊林下
产业基地的100亩灵芝、120亩
竹荪进入丰产期。近年来，铜
鼓县引导农民发展林下经济，
积极实施“林-禽”“林-药”

“林-蜂”三大增收工程，去年
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15.6
亿元。图为 7 月 16 日，林农在
上四坊林下产业基地采摘灵
芝、竹荪。

本报记者 李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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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人管 父母更省心
万年探索“教育+社区”双志愿形式开设免费暑期托管班

刘存文 本报记者 陈化先 实习生 黄子琪 李旖雪

四点半课堂四点半课堂

教育志愿者给孩子们辅导作业。 本报记者 陈化先摄

7月18日，奉新县上富镇中心卫生院健康医疗志愿服务
小分队在路口村开展“送医上门”活动。该县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立健康医疗志愿服务小分队，送医
上门。 通讯员 黄诗梦摄

本报讯 （记者李芳 实习生黄霞）7月 19日下午，江西省
教育考试院召开江西省 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次新
闻发布会，公布提前批本科，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次录取情
况，以及第一批本科批次的投档情况。

第一批本科分文史、理工、体育三大类以及地方专项、苏
区专项录取，招生总计划数为50688名。其中，文理计划数为
50341名，文理计划数中，地方专项计划数为845名，苏区专项
计划数为978名；体育类计划数为347名。

据介绍，一本批次投档后，投档分数线在600分以上的院
校，文史类有121所，理工类有88所。全省文史类600分以上
考生有 2817名出档，理工类 600分以上考生有 6957名出档。
目前，文史类 600分以上未出档考生仅 9名，理工类 600分以
上未出档考生有22名。

参加第一批本科录取的文史类院校有297所，投档满额的
院校有 296所，理工类院校有 456所，投档满额的院校有 446
所。文史类投档分数排名前5名的院校分别是：清华大学664
分、北京大学 661 分、上海交通大学 655 分、复旦大学（代码
1281）652分、复旦大学（代码4825）651分；理工类投档分数排
名前5名的院校分别是：清华大学685分、北京大学684分、复
旦大学 677分、复旦大学医学院 674分、北京大学医学院 670
分。参加第一批本科体育类录取的院校有23所，全部投档满
额，投档专业分数排名前5的院校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97.87
分、北京体育大学 96.20 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96.07
分、华中师范大学96.00分、西南大学95.73分。地方专项计划
共投出考生845名，其中文史类229名，理工类616名；苏区专
项计划共投出考生978名，其中文史类224名，理工类754名。

今年一本批次院校平行志愿投档满额率较高，文史类院
校投档满额率为 99.66%，理工类为 97.81%。本省的南昌大
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农业大学、华东交通
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东华理工大学等院校生源充足，仅少数
院校存在缺额。7月21日，第一批本科文理（含地方专项和苏
区专项）、体育类以及提前批本科艺术类平行志愿进行网上
征集志愿的填报。

截至7月18日，提前批本科和国家专项计划本科两个批
次的文理类录取工作基本结束，共录取考生 6592名，其中文
史类1361名，理工类5231名。艺术类提前批本科单志愿录取
工作基本结束，共录取考生2766名。

第一批本科计划录取50688人

纪检监察干部助推安置房建设
本报南昌讯（记者朱雪军）青云谱区昌南大道周边安置

小区（西后巷）城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是南昌市中心城
区2016年安置房建设项目之一。记者7月19日获悉，青云谱
区三家店街道纪检监察工委日前在对辖区安置房建设监督
检查中了解到，该项目中有一处被征收房屋至今还未被拆
除，影响了整个安置房项目的建设进度，也延迟了群众入住
新房的时间。街道纪检监察工委立即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了解，该房屋因赔偿问题未谈妥，至今还未签
约，成为一拖5年的征迁疑难问题。为助推项目建设，让群众
早日入住新房，街道纪检干部每日上门做该户主思想工作，
拉家常、讲政策。同时，街道纪检监察工委联系青云谱区征
收办、项目施工方一起协商解决问题，该户主终于签约，搬家
交房。之后，项目施工方顺利将西后巷安置房项目地块未拆
除房屋实施了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