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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3日讯 “六一”
儿童节将至，今天，记者从省收
养管理服务中心获悉， 我省福
利机构将大力推行全纳教育模
式， 让特殊儿童也能享受无排
斥、无歧视的教育。同时，政府还
将打造区域儿童专业服务中
心， 建设县级儿童福利指导中
心， 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让这些孩子的福利实现最大化。

“全纳教育”来到岳阳

5月18日，岳阳市儿童福利
院举行了全纳教育启动仪式，
率先在全省推行特殊儿童全纳
教育。“全纳教育” 的概念于
1994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
次提出， 其内涵在于尊重学生
个体差异，实施无排斥、无歧视
的教育。

与其合作的北京春晖博爱

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所推行的
全纳教育是目前国内残疾儿童
特殊教育最为先进的教学模式
之一。 这个团队是由来自全国
各地的十来名教育专家组成，
他们通过建立婴幼儿、 学前和
青少年等多方式， 全力提升儿
童福利院在护理、康复、教育等
方面的专业水平， 全面更新教
育理念， 并让患有残疾的儿童
得到有效的康复和教育。“每一
位孤残儿童， 不论残疾程度轻
重， 都有机会参与适龄的教育
抚育活动。”春晖博爱的成员张
玉霞说， 这便是全纳教育的鲜
明特点。

今后将向全省推广

岳阳市儿童福利院院长侯
大兴连连称赞，细数全纳教育理
念给该院带来的变化：重度残疾

的儿童得到有效的康复和教育；
增加儿童的户外活动项目，认识
大自然；增设体育课程，增进了
孩子们的体能；老师的教育教学
理念得到了全面的更新……

“作为全纳教育的种子院，
不仅要帮助福利机构内的残疾
儿童， 今后还要逐步推向社会，
惠及全市更多的残疾儿童。”侯
大兴说。

“岳阳福利院推广的全纳教
育只是开始，今后将陆续向全省
推广。” 省收养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蔡畅说，今后，我省还将依托
市州儿童福利机构， 重点打造
区域儿童专业服务中心， 将无
法收养寄养安置、 病残程度较
重的儿童集中供养， 便于整合
医疗、康复、特教、心理、社工等
方面的人才和设施资源， 发挥
规模效应，提供专业服务。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戴鹏程

本报5月23日讯 今天，记
者从湖南人事考试网获悉，今年
我省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中，
176名考生存在携带规定以外
的物品进入考场且未按要求放
在指定位置，将试卷、答题纸、
答题卡带出考场， 在考试结束
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 或在试
卷、答题纸、答题卡规定以外位
置标注本人信息或特殊标记等
违纪违规行为。

昨天，省人事考试院发布公
告，根据《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
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和《湖南省
2017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
的有关规定，对这176名考生作
出相关科目 (场次)无效处理的
决定。

考生对处理如有异议，可在
5月25日17:00前向省人事考试
院提出书面陈述和申辩。 地址：
长沙市湘府中路168号湖南人

才市场5楼；邮编：410004；联系
电话：0731-85063791；传真号
码：0731-85063798。

另外，湖南人事考试网今天
已开通省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
查询入口。考生可登录湖南人事
考试网或拨打人事局电话查询
2017湖南公务员考试成绩。

违纪违规考生准考证号可
通过湖南人事考试网查询。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娄娜

本报5月23日讯 小区楼
内堆放杂物无人清理、 家中
下水道发生堵塞、 电梯出现
故障需要维修……以往出现
类似状况时， 也许需要物业
一趟趟往返居民家、 物业公
司和业委会寻找解决办法，
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交给专
职社工来协调解决吧！长沙
市住建委近日发布，为提升
物业管理工作水平，长沙市
将为各社区（村）配备物业
专职社工，招录工作也将在
近期启动、6月30日前完成。

招录将在6月底完成

日前， 长沙市住建委下
发专门文件明确了物业专职
社工的工作职责和招录工作
有关事项， 由各区政府具体
负责物业专职社工的招录，
长沙市住建委、 长沙市财政
及相关部门将加强对专职社
工的统一培训和指导。此次
招录将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招录名额，原则上每个社区
配备一名物业专职社工，通
过公开报名， 统一笔试、面
试、成绩公示等环节，吸纳
一批综合能力强、素质较高
的社会人才充实到全市各
社区的物业管理工作中。整
个招录工作计划在今年6月
30日前完成。之后，长沙市
住建委还将对拟录用人员
在上岗前进行统一的理论
和业务培训，培训合格后方
能上岗。此外，市住建委还
将制定物业专职社工考核
标准，协同相关部门对其进
行考核。

负责沟通矛盾纠纷

物业专职社工进驻社区
后， 将专职负责参与和指导
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的筹
建和成立、 物业服务企业的
选聘、物业管理巡查、物业法
规宣传和指导物业维修资金
的使用、 划拨及管理等多项
职责， 使物业活动各方主体
之间矛盾纠纷的协调沟通也
有专门的对接人。 长沙市住
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过去
因为一些物业服务不到位，
或者业主和物业之间不够配
合出现摩擦， 或居委会和业
委会工作起来由于缺乏专业
知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
况将得到改善。

下一步， 长沙市住建委
将协同有关部门和各区县政
府进一步规范物业专职社工
的管理， 充分发挥物业专职
社工在物业管理工作中的积
极作用， 充实长沙市基层物
业监管力量，形成市、区县、
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
物业监管工作格局， 让社区
的管理更加走向规范化。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肖日凡

共享雨伞
有望6月现身长沙

本报5月23日讯 共享单
车、 共享充电宝的出现及走红
在长沙刮起一阵“共享旋风”，
最快下个月，“共享雨伞” 也将
出现在长沙城区。5月23日，记
者从共享雨伞“晴羽”伞团队获
悉，6月中旬，将会在长沙、深圳
等全国重点城市首批投放10万
把伞，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将陆
续投放200万把晴雨伞及数万
套伞桩， 一年内预计投放量为
3000万把。

团队负责人张越介绍，团
队已成功解决了智能型共享
“晴羽”伞的技术难题，因保密
问题在正式运营前暂未对外介
绍。投入使用后，用户只需在微
信公众号扫描伞桩二维码，即
可轻松使用晴雨伞， 既防雨又
防晒，随时随地，随取随用。 从
使用模式看， 共享雨伞与当下
的共享单车如出一辙， 可以使
用芝麻信用免押金借伞， 信用
分不够可以支付29元押金，租
借费用初定为24小时收取1.8
元。

■记者 杨田风

粽子飘香，人心温暖
5月23日上午，由雨花区卫计局、东塘街道举办的“粽香心连心，温暖手拉手”活动在街道新雨社区举行。活

动中，街道买来粽叶、组织志愿者同88名计生特扶对象一起包粽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与这88名计生
特扶对象签约，为他们提供家庭医生免费上门就诊服务。 记者 田超 叶子君 通讯员 周红 摄影报道

本报5月23日讯 距离高
考只剩半个月的时间，长沙市
雨花区城管执法大队已经开
始为学子们“保驾护航”。今
日， 记者获悉， 高考期间，该
大队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组织
了一支“爱心送考”的执法车
队 ， 联 系 电 话 0731—
85118110正接受提前预约 ，
截止日期为6月2日。

今年是雨花区城管执法
大队爱心送考的第五年。据雨花
区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石远康
介绍， 高考期间该大队计划出
动15台“爱心送考”执法车辆，
这些送考车上将贴有“免费接
送考生”的醒目标志。此外，该
大队还调派了部分“爱心送考”
的执法车在辖区内主要街道巡
逻， 遇到困难的考生们可以及
时向他们寻求帮助。

此外，记者获悉，为给考
生们营造一个安静、 有序的复
习和考试环境， 该大队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夜间噪音整治，特
别是针对雅礼中学、地质中学、
长沙市21中三个考点周边建筑
施工工地进行重点查处。同时，
对考点周围主要路段实行24小
时巡查， 确保学校周边环境卫
生秩序良好。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唐元华

韦美妃 通讯员 张茜咪

岳阳率先试点特殊儿童“全纳教育”
“让每一位孤残儿童，都有机会参与适龄的教育抚育活动”

长沙首次开招物业专职社工
每个社区配一名“物业管家”，统一招录，培训上岗

长沙雨花城管
爱心送考车来了
考生可在6月2日前
拨85118110预约

省公务员笔试成绩出炉

176名考生成绩或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