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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节日腐败,也要保障职工正常福利
委员建议，设立法定节日工会集体福利专项补助资金
“
反腐，不是反正常福利。”在长沙市政协十二届二
次会议上，长沙市政协委员匡涛涛提交提案呼吁，设立
干部职工七个法定节日工会集体福利专项补助资金，
解决干部职工法定节日工会集体福利问题， 以保障长
沙广大干部职工的正常福利。
■记者 陈月红

现象

有些正常福利也被取消了

匡涛涛说，近年来，长沙
先后投入近3000亿元改善民
生福祉， 长沙市群众获得感
大幅提升。 但她调研发现，
“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有些部
门和单位‘矫枉过正’，把干
部职工七个传统节日的正常
福利也取消了， 广大基层干
部职工要求保障法定节日工
会集体福利的诉求日趋强
烈。”
关于干部职工福 利，中
办、国办《关于做好2017年元
旦、 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
知》 第六条要求，“要组织好
正常的党、团、工会活动，充
分保障干部职工按规定享有
的正常福利待遇”。
湖南省总工会 《关于长
沙市落实市直机关干部职工
工会集体福利的请示的批
复》中表示：财政部门另行单
独安排专项经费预算， 给予

建议

基层工会行政补助符合法律
规定，其中，明确用于工会组
织在国家法定节日发放符合
节日习惯的物品和职工群众
必需的生活物品等方面的专
项补助，可以专款专用，全年
发放总金额可不受“在基层
工会当年收入总额的30%以
内” 规定限制， 但必须符合
“年人均发放金额标准不超
过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全
省在职职工年人均工资的
5%”的规定要求。
“在保障干 部职 工 集体
福利方面， 由于上级文件只
有原则性意见， 缺乏契合实
际的、操作性强的相关细则，
导致各地在解决干部职工七
个节日集体福利方面执行的
力度和标准都不一样， 这样
各地干部职工集体福利就存
在较大的差异。”匡涛涛向三
湘都市报记者表示。

设立法定节日工会集体福利专项补助资金

切实保障干部职工的正
常福利。匡涛涛建议，长沙从
解决干部职工七个法定节日
的集体福利入手，“这是为干
部职工解难事做实事办好
事，不仅能体现长沙市委、市
政府的人本精神和人文关
怀， 展现长沙经济社会发展
的成就与实力， 也有利于进
一步激发全市干部职工干事
创业的内在动力， 为开启新
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长沙新
征程凝心聚力。”

“长沙基层工会 经 费人
均每年648元， 严重不足，靠
基层工会经费无法解决干部
职工七个节日的工会集体福
利问题， 希望长沙市财政设
立专项补助资金。” 她建议，
以在职干部职工、 离退休人
员和雇员及聘用人员等为发
放对象， 设立干部职工七个
法定节日工会集体福利专项
补助资金，专款专用；建议按
2016年度湖南省在岗职工人
均工资的5%标准。

声音

出台法定节日工会集体福利实施方案
匡涛涛建议将专项资金一次或分次及时划拨到各单
位行政账户，再由各单位行政账户划拨到工会账户，或由
长沙市财政直接划拨到各基层工会账户；或者，在各单位
上年度行政经费节余中按人均标准由市财政回拨到该单
位行政账户或该单位工会账户，年度行政经费未节余或节
余不足的单位由市财政按此标准在各单位年度经费预算
中给予补足和支持。
“建议从2018年起， 市财政将本级供养人员的七个法
定节日工会集体福利专项补助资金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她呼吁，加强统筹加快推进此项工作，建议由长沙市相关
市领导牵头，组织长沙市纪委、市直机关工委、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市审计局、市总工会等相关部门专题研究，拿出
《长沙市直机关干部职工七个法定节日工会集体福利实施
方案（草案）》，经长沙市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后，报长沙市
纪委备案。

2017年12月29日中午，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第三幼儿园，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取食物，体验自助餐。
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

如何让幼儿园更安全放心？
委员建议：提高幼师队伍素养 园所全天360°监控
上海携程亲子园教师殴打孩子、给幼儿喂芥末，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
教师因部分儿童不按时睡觉，便采用缝衣针扎的方式进行“管教”……近期接连发生的数起幼儿园虐
童等幼儿园伤害事件，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
在长沙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幼儿在幼儿园的安全问题也成了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如何让
幼儿园更有服务保障，让家长安全放心？会上，委员们纷纷支招。
■记者 陈月红

提案1

提案2

提高幼师队伍素养

幼儿园全天360°监控

那么怎样保证家长能为孩子选择
有服务保障、 安全放心的幼儿园呢？
谭滇湘、 刘丹军委员表示幼师的配备
是重中之重， 建议规范幼师资格证发
放， 对幼师资格证的年鉴进行严格审
核， 出现虐童行为的人员终身不得让
其从业。
长沙市幼师市场现状如何？ 据谭
滇湘调研了解，2012-2017年，长沙市
民办幼儿园规模在30人以上的约增
长到2300余家 （幼儿园、 全日制托
管），35 岁 以 下 的 持 证 幼 师 仅 800 多
人，基本分布在90余家（长沙市一级、
二级幼儿园），“也就是说2200多家机
构的师资力量是堪忧的。”
在谭滇湘看来， 获证人员业务水
平也是参差不齐。“教师资格证， 有的
经过7-15天的岗前培训即为学员发
放证件， 有的是在学校结业或毕业以
前统一考取， 集中送到鉴定中心进行
资格证鉴定，流程简单粗犷，有的获证
人员甚至没达到做幼师的标准。”
谭滇湘、 刘丹军委员联名提交
提案呼吁， 规范幼师资格证发放。他
们建议， 树立幼师行业业务标准，提
高准入门槛，不断完善行业业务的精
准度，“建立退出机制，被投诉并被发
现品行不端或有劣迹行为的，终身不
得再进入幼师行业，并要记入个人档
案，要让幼师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
敬畏心。”此外，他们建议，要对全市
幼儿园进行摸底， 按照建园规模、师
资力量进行分类，做出持证优秀幼师
配比计划。

“守住‘幼有所育’的底
线， 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长沙市政协委员、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中队长
沈靖翔呼吁，长沙有关部门进
一步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
为此， 沈靖翔建议长沙
市教育部门每年不定期开展
全市幼儿园安全隐患大排查
工作， 对各级各类幼儿园在
办园条件等方面的办园行为
进行全面检查， 建立各级各
类幼儿园办园行为动态监管
档案数据库，形成制度体系。
发挥典型案例的震慑和教育
作用， 建议教育部门会同法
制部门、 司法部门梳理和总
结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幼儿园
管理的典型案例，汇编成册，
并对长沙市辖区内的所有幼
儿园进行宣传教育， 让幼儿
园从业人员充分知晓施害行
为的法律责任； 让防虐待等
儿童课程进入托幼机构。

监控资料在公安备存
沈靖翔还提议， 确保监
控探头园区全覆盖。“安全没
有死角， 才能还孩子们一片
晴朗的天空， 这既需要顶层

设计， 又离不开全社会的智慧
众筹、行动众筹。 ”他说，幼儿
园装上摄像头， 一方面能够保
障在园师生的人身安全及财产
安全， 使幼儿园安全防范由单
纯人防，过渡到人防、物防、技
防相结合的新型科学防范管理
模式；另一方面，一旦幼儿园发
生伤害事故，能够清晰地分析事
故的责任， 必要时可以帮助举
证。他建议，幼儿园监控资料要
同时存盘在公安部门备存，“以
确保伤害事故发生后的一二个
月内，有图有真相可查。”

增强幼师的职业认同感
“发生的一些虐童事件表
明，幼师若是素质差，幼儿就会
遭殃。提高幼师素质、抬升准入
门槛、完善幼师培养，是根治此
类问题的关键。”他建议，提高
幼师素质和待遇，针对“幼师真
穷、幼教真苦、托幼真难”的情
况，可设定幼师收入补偿制度，
以弥补幼师心理落差以增强职
业认同感， 并通过职称评定等
方式将幼师纳入统一管理。
沈靖翔还建议， 每所幼儿
园配备一名责任督学， 负责做
好对幼儿园监管、 促进规范办
园行为等工作， 并指导幼儿园
尽快建立起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