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市鹤城区乡镇财政管理局 陈欣

加强农村(社区)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
(简称“三资”)的监督管理，是维护集体经济
组织和群众利益、 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2016 年
以来， 在省、 市财政部门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下，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鹤城区对

“三资”管理工作进行了创新和探索，取得了
一些成效。

一、“三资”平台建设及运营情况
（一）平台建设。 鹤城区村(社区)集体“三

资”交易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为鹤城“三资”
平台)是集信息管理、组织交易、公示公开、
全程监管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系统，主要建设
内容有 1 个区级交易中心、11 个乡镇 (街道)
交易站和 1 套监管系统。 鹤城“三资”平台由
广州中大凯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建设。
总投资 238 万元， 其中硬件部分合同金额
108 万元，软件部分合同金额 117 万元，交易
场地装修及办公设备等约 13 万元。 软件保
修期满后运营服务费为本项目软件总金额
的 10％，硬件按 15％收费(两项打包综合收
费按 12％)。

（二）平台功能。鹤城“三资”平台主要功能
包括规范“三资”监管、优化“三资”配置、组织
交易活动、规范合同管理、强化公示作用，为
全区 62 个村和 64 个社区集体组织提供标准
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综合服务。 群众
可以通过鹤城“三资”平台网站、信息触摸查询
屏、手机微信公众号等方式，随时查看及参与
相关交易。

（三）交易统计。 2017年，全区累计完成村
(社区)集体“三资”交易 35 次，交易资产 134
宗，完成交易金额 1000 余万元；监管合同 640
余份， 监管合同金额近亿元； 监管资源面积
7.35 万亩，固定资产 3.96 亿元，物业资产面积
17.74 万平方米。 呈现交易数量和监管质量逐
步提升的良好态势。 截至 2018 年 8 月底，鹤
城区村、社区集体“三资”交易服务平台已组
织交易 20 次，交易资产 20 宗，完成交易金额
800万元。

二、主要做法是“五抓五促”
（一）抓平台建设，促交易规范。 2016 年 9

月以来，我们先后考察广州市荔湾区、天河区
等地“三资”管理情况，结合我区实际，开发鹤
城区村(社区)集体“三资”交易服务平台，配套
成立了“三资”监督管理办公室、区交易服务
中心和交易服务站等机构。 平台集信息管理、
组织交易、公示公开、全程监管于一体，设置
了“编制方案—民主表决—交易初审—资格
复核—委托交易—组织交易—公开竞价—结
果公示—合同签订—存档备查” 十大流程，实
行“两级平台、三级监督、全程公开”管理模式，
即“大额进交易中心、小额进交易站”的分流交
易模式，区纪委(监察委)、乡镇(街道)纪委和村
(社)务监事会三级监督网络，交易流程线上线
下全程公开公示。 2017年 3月底，平台正式上
线运行。

（二）抓制度建设，促体系完善。先后出台
了《怀化市鹤城区村(社区)集体“三资”交易
平台建设方案》《怀化市鹤城村 (社区) 集体

“三资”清产核资方案》《怀化市鹤城区村(社
区)三资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规范鹤城区农
村(社区)集体“三资”交易活动的通知》和《关
于违反村(社区)集体“三资”管理规定行为问
责暂行办法的通知》，初步建立“三资”管理制
度体系。

（三）抓清产核资，促底数澄清。 开展了大
规模、全覆盖的村(社区)集体“三资”清查工
作，全面清查 62个村和 64 个社区集体经济组
织的所有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包括各种流
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
资产和债权债务、资本等。通过清查摸底、登记
汇总、张榜公布、村(社区)会议确认、乡镇(街
道)审核验收等程序，村(社区)集体资产清理核
实工作完成率达 100％。 数据显示，全区村(社
区)集体资源面积 7.35 万亩：资金 1570 万元；
固定资产价值 3.96 亿元； 物业资产面积 17.4
万平方米。

（四）抓流程优化，促公平公正。 一是按
流程促公平。 严格按照交易前、交易中、交易
后三大环节十大流程开展交易活动，严禁违
规操作、私下交易。二是多渠道促公开。所有
交易活动及资料，须在村级公告栏、终端触
摸屏和鹤城“三资”平台上公示相应时间，全
程公开透明，接受群众监督。 三是严追责促
公正。区纪委(监察委)参与，对“三资”管理工
作中出现的 51 种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追责问
责。

（五）抓宣传发动，促普及推广。 一是抓
宣传推广。 一方面以村支两委换届为契机，

召开了全区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暨“三
资”管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区委书记发表
了重要讲话， 要求各相关单位务必高度重
视、积极落实；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三资”管
理这一创新工作的宣传力度，先后在《财政
监督报》《新湖南》《怀化日报》等报刊杂志予
以宣传推广。 二是抓业务培训。 多次组织交
易站工作人员、村(社区)管理员参与“三资”
业务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廉洁
修养。 三是抓群众参与。 深入农村(社区)基
层，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三资”主题活动，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 张贴便民告示等方式，提
升群众知晓度和参与度，形成了良好的社会
氛围。

三、工资管理取得的成效
首先提升了农村(社区)集体“三资”监管

能力。 将全区所有村和社区的集体资产纳入
到平台实行集中监督管理， 有效地防止集体
资产流失。 其次规范了村(社区)干部行为。 平
台实行全程公开交易， 从源头上杜绝了集体

“三资”体外循环漏洞，极大地减少了基层干
部职务违纪违法行为， 有效防止了“雁过拔
毛”式腐败。 再次推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平
台推行公开竞价、价高者得的模式，最大限度
实现了资产资源保值增值， 维护了集体的经
济利益，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 四是促进了基
层社会和谐稳定。 我区所有“三资”交易都经
过基层集体组织的“四议两公开”和公开竞投
及公示，从根本上预防交易矛盾纠纷，有效维
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刍议加强村、社区集体“三资”的管理

B3电话：0731-84326488
编辑： 饶谧 版式：伍芳芳 2018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三科教新报 论坛

小明在商场里面玩耍，
突然往楼梯下冲，妈妈一把
拉住小明的右手。因为突然
的大力拉扯， 导致小明的
右上肢疼痛、不能上举，休
息后仍不能缓解症状。 妈
妈赶紧把小明带来医院 ，
医生询问情况后考虑为“小
儿牵拉肘”， 予以手法复位
后，小明疼痛消失，右上肢
活动恢复，一下又开心地活
蹦乱跳了。

“小儿牵拉肘 ”医学上
称桡骨头脱位， 以前很多
中文书上称桡骨小头半脱
位， 但解剖学上没有桡骨
小头的描叙， 所以正确命
名为桡骨头脱位。 此症多
发于 4 岁以下的幼儿 ，因
桡骨头发育尚未健全，环
状韧带相对松弛， 当上肢
被突然纵向牵拉时， 肘关
节内瞬时形成的负压将环
状韧带压在桡骨头于肱骨小头之间，导
致疼痛症状。 其病理机制类似于“滑膜嵌
顿综合征”，此时肱桡关节未发生真正的
脱位。

发生桡骨头半脱位后， 宝宝通常会哭
闹，脱位的胳膊因疼痛不愿活动，肘关节一
般位于轻度屈肘位，前臂向内侧旋转，触碰
桡骨头外侧或活动肘关节时， 宝宝会哭闹
加重。 这个时候就可以基本判断宝宝出现
牵拉肘。

当宝宝出现牵拉肘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呢？ 建议还是去专业骨科就诊，予以手法复
位。 复位方法亦比较简单，将肘关节屈曲 90
度以上，大拇指按压桡骨头，并旋转前臂，听
到弹响声音或感觉到轻微的弹跳感后，即可
确认复位成功。 对于初次受伤的宝宝，复位
成功后可使用吊带限制活动，待症状消失后
再恢复正常活动。

一般 5 岁以后就极少出现牵拉肘了，所
以 5 岁以前，一定尽量避免突然用力牵拉宝
宝的前臂，以防止出现“小儿牵拉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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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得”的愉悦与“赋得”的执着

朱光潜先生曾说：“前人写旧诗，标
题常用‘偶成’和‘赋得’的字样，‘偶成’
者触兴而发，随时口占；‘赋得’者定题分
韵，拈得一字，就用它为韵作诗”。 偶成的
作品全凭作者自己高兴， 迫他写作的只
有情思需要表现的一个内心冲动， 不假
外力。 由此可看出，“偶成”当是因冲动而
生，“赋得”的作品大半起于外力催促，或
者要满足一种实用的需要， 如宣传、应
酬、求名谋利、练习技巧之类。 前者即是
文学创作，而后者是工作、学习、生活中
的实用型写作，正对应了古人的“偶成”
与“赋得”。

作为语文教师， 在作文教学中要担
负起双向使命，既要激发学生“偶成”的
灵感，还要教会他们“赋得”的规则，既要
在创作中怡然自乐， 又要在日常交流中
潇洒自如。

一、文学创作，享受偶成的愉悦
文学创作， 来自灵感。 在写作过程

中，灵感不会凭空而来，常常表现为对某
一事物突发奇想的顿悟， 它在无意中出
现，这就要求善于积累。

（一）积累，孕育偶成的灵感
1.观察生活，记录感悟。《新课程》提

出了“建设开放有活力的语文课程”的基
本理念。 提出了“关心生活，在实践中学
习运用语文”的总目标。

2.博览群书，斟酌酝酿。“凡做文需要
胸中有万卷书的根底”。 纵观古今中外文
学大师， 能在文章中纵横捭阖， 广征博
引，显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博览群书。

3.丰富情感，一触即发。《新语文课
标》十分重视情感态度对学生的影响，也
突出强调了要珍视个人独特感受。 这种
珍视充分体现了《新课标》以人为本的理
念。 而对于创作而言，丰富的情感是文章

的基础，文章如果没有情感，就会显得苍
白无力，更不可能感动人心，震撼人心。
丰富学生情感， 就是让学生做一个有情
怀的人。

（二）合作，呈现灵感
1.准备阶段 ：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话

题 ，如网络热点 ，新近趣事 ，把题目和
具体要求提前告知学生 ， 让学生搜集
素材 ， 指定平常爱表达的同学做“领
头羊 ” 。

2.呈现阶段：怎样将转瞬即逝的灵感
变为立意明确，结构清晰的美文，这才是
重点。 研究发现，灵感主要表现为两种，
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给人以写作的方向，
决定了写作的主旨；一种具有情节意义，
常常是非常形象的画面， 决定了作文中
的一个关键情节。

（三）分享，珍视灵感
新课程标准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暗

示我们： 学生作文中独特的心灵感受和
充满灵性的思维是值得大力肯定的。 教
师要找出这样的好片段好作文和学生一
起分享，其途径和方法有：评语和讲评中
以表扬鼓励为主； 把好作文放在学校广
播站播放；办手抄报向全校发行；把优秀
作文推荐给报刊，争取发表机会；组织学
生参加各级比赛等。

二、应用写作，追求赋得的执着
（一）激趣导向，唤醒需求
我们可以精心设计导语、精彩案例回

放。 以“演讲训练”为例，我设计了这样一
段导语：“美国著名教育家， 演讲理论家
卡耐基在《口才训练秘诀》一书中指出。
一个人的成功有 15%取决于技术知识，
85%取决于沟通和口才；英国首丘吉尔曾
经说过“一个人能面对多少人就代表这
个人的人生成就有多大”。 我还收集了大
家最感兴趣的两个企业家的演讲视频，

一个是马云的，一个是刘强东的，让学生
一睹两位商业人物的风采。

（二）目标明确，掌握技巧
每次训练要使学生拥有哪一种语文

能力，这是老师必须明确的；每一次训练
之后，什么时候运用以及怎样运用这种能
力就是学生必须明确的。 而实现这些目
标必须掌握技巧。

仍以“演讲训练 ”为例 ，教的目的
是让学生学会演讲 ， 学的目的是在某
一天能用语言打动听众。 首先要做到
充分的准备。 它包括分析听众、化解敌
意、熟记讲稿、设定时间、形成风格；其
次是表达六要素和内容两方面 。 六要
素包括仪容、目光 、表情 、手势 、移动、
语言 、语调 ；两方面包括开头与结尾 ，
内容与结构。

（三）多种手段，落实一个“练”字
1.训练—评价—评比
这三个环节连续发生， 方可形成能

力。 如朗诵训练，讲到语速技巧时，让学
生在限定的文章里面选择适合的，即兴朗
读，让听众评价语速是否到位；所有朗诵
技巧训练完成后，我又组织朗诵比赛，并
评出了名次。

2.现代教学技术介入
不得不说，现代化技术为训练提供了

不少的有利条件， 诸如计算机网络的运
用，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运用多媒
体进行训练，可以丰富学生的视觉体验，
同时也拓宽学生的视野范围，提升个人的
素质和能力。 如让学生看精彩的演讲视
频或将他们的训练过程拍成视频，让他们
在学习与反思中内化成能力。

“偶得”是愉悦的，它来自心灵的快
意；“赋得” 是艰苦的， 它需要师生的执
著。“偶得”与“赋得”构成高中作文教学
的双向使命。

衡阳市常宁第二中学 雷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