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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全免、 带编工作
本科层次还剩14名额
农技特岗人员定
向培养等你报名

本报7月12日讯 眼下正
值高考录取阶段。近日，我省
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基层农
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招生工
作的通知》， 提出面向参加普
通高考报名的考生，安排在提
前录取批次录取。 其中，2019
年预计本科招生30人，专科招
生570人。

基层农技特岗人员本科
层次的培养工作由湖南农业
大学承担，招生专业为农学专
业。湖南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处
处长陈芒良告诉记者。

此外， 专科层次培养工
作由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承
担。基层农技特岗人员按照专
科层次三年制、本科层次四年
制的模式培养。 通知明确，报
考基层农技特岗人员的考生
毕业后将在招生计划所在县
市区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工
作，服务时间不少于5年。

“该项计划四年学费全
免， 毕业后安排带编制工作，
理科一本线下20分以内的均
可填报征集志愿。” 陈芒良表
示，目前学校该计划仍有14个
县(市、区)没有生源，包括保靖
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郴州市
苏仙区、郴州市北湖区、江永
县、东安县、涟源市、益阳市赫
山区、常德市鼎城区、常德市
武陵区、湘阴县、华容县、邵阳
市北塔区、常宁市。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龚颖

实习生 袁馨婷 王孝清

该如何让“爱心箱”的作用
得到有效发挥？

省民政厅要求，对不具有公
开募捐资格却以慈善名义设置
旧衣物回收箱的组织或个人，全
省各地民政部门要一律责令其
停止活动、 撤离旧衣物回收箱，
对其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
捐赠人或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
于慈善目的，并依法对其进行其
他相应处罚。 对拒不执行的，以
及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
组织骗取财产的，移交公安机关
依法查处。对一些不知名的组织

或个人设置的无单位、无联系方
式、无固定场所的“三无”旧衣物
回收箱， 要进一步跟进调查，明
确监管主体，或依法予以取缔。

另外，民政部提醒，社会公众
参加慈善募捐活动之前，应先核实
活动举办方的合法身份和是否具
有公开募捐资格，可通过全国慈善
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查询。社
会公众发现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
却开展了公开募捐活动的，可以向
当地民政部门举报，发现假借慈善
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
的，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

随着高考放榜、 大学毕业季
到来， 占中国10%就业人口的旅
游行业，也加入到“抢人”的队伍
中。 一些依托互联网的旅游新职
业出现， 甚至把新专业开到了大
学里。那么，那些当初选择了从事
旅游行业的毕业生境况如何？

7月12日，记者根据携程发布
的《2019旅游新职业生存报告》，
揭示了旅游新职业从业者生存现
状。

“旅行定制师”95后最多
一般月薪上万

定制游被称为近年来旅游业
的“黑马”。随着每年尝试的旅游
者成倍增长，“旅行定制师” 也逐
步走进大众的视野。 定制师还走
进高校成为一门新专业。

向敏是怀化人， 在长沙上完
大学后一直从事旅游行业， 如今
已经是携程平台上的高端定制
师，并有了自己的“好时光”定制
团队。“毕业后我是在张家界地接
社做导游，2016年才开始接触定
制旅行。”向敏说，旅行定制师就
是依据客人需求及兴趣提供专业
的旅游咨询建议， 准备具体翔实
的路书以及其他旅行材料。“一般
在平台上收到订单后我们会在半
小时内进行首次呼叫， 了解客户
的基本情况，然后在1-10个小时
内给出初步方案。”

“我所在的团队中90后、95后
居多。 因为年轻人有追求个性化
的创新意识，在玩法上更为大胆，
这与定制用户追求个性化、 好玩
的需求契合度很高， 所以年轻人
在这个行业更为吃香。” 向敏说，
定制师一对一创造性的工作也决
定了可观的收入，“我们一般情况
月薪是在1万元左右，旺季的话月
薪有3万-5万元。”

根据携程对平台6000多名定
制师的调研发现， 大专学历的定
制师比例最高，占比48%，其次是
本科，占比38%，硕士以上定制师

占比达到3%。 在年龄方面，95后
定制师占比最高，达34.8%。

自由行带火“网约导游”
一天收入可达千元

随着自由行成为风尚， 个性
化的“网约导游” 进入大家的视
线。 花三五百元请一个当地人带
着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成为许
多中国人出游新方式。“网约导
游”也随之成为新的就业方向，特
别是在一些旅游目的地和三四五
线城市。

85后曾彩梅是一名张家界当
地向导，从2014年开始，她由一名
传统导游转型“网约导游”，如今
成为携程平台上的一名金牌当地
导游。“在携程平台上注册了‘网
约导游’，不到一个星期，就有8人
成团的顾客找到我， 我服务完第
一单顾客后发现，当‘网约导游’
比传统导游更快乐。” 曾彩梅说，
“当地向导300元一天， 限时8小
时，没有强制消费，职责是带客人
玩得开心， 旺季的时候收入还能
破万， 最主要的是相比以前没有
那么大的工作压力。”

据统计，在“网约导游”中80后
比例最高，达48%，其次是90后，占
注册向导的28%，其中还有一部分
是刚毕业就从事“当地向导”这一
职业。70后占比19%，而60后占比
仅4%。 值得一提的是， 女性更热
衷从事这一职业，从国内认证导游
看，女导游占了60%以上。

“网约导游” 可以根据自身的
服务水平和经验、市场情况为自己
设定价格。据统计，提供用车、讲解
服务，国内当地向导每天的服务费
平均在500元左右，一个月服务20
天，收入就可达万元左右。

此外，不少网红向导凭借出色
的讲解能力和个人特长， 客户愿意
支付更高的价格，报价一天1000多
元，依然难求，旺季月收入可上2万
元。■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腾林林

实习生 徐婷 马钰杰

“三无”旧衣物回收箱将被依法取缔
省民政厅发通知，旧衣物回收箱的显著位置应公布募捐组织名称、募捐资格证书等

7月12日，省民政厅发布《关于规范以慈善名义
设箱回收旧衣物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全省各地民政部门做好旧衣物慈善捐赠管理工
作， 叫停并处罚那些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却以慈善
名义设置旧衣物回收箱的组织或个人，取缔无单位、
无联系方式、无固定场所的“三无”旧衣物回收箱。

当日，记者走访多个小区发现，旧衣回收箱遍地
开花，新规范亟待落实。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关茗予

记者采访了解到，根据正规
流程，旧衣物回收箱管理单位收
到衣服后， 便会将其分类整理，
不合格的衣服会作环保处理，根
据材质调剂成各种原材料。而检
验合格的衣物， 在清洗之后，会
被送到各合作市州的核心城区，
各市州将根据其区县的需求，将
这些衣物送至敬老院、 福利院、
残疾中心、慈善超市等地。

原本是为了方便居民把家
里用不着的旧衣服捐出来做公
益，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旧衣物回
收箱也成了不法分子的生财之
道。5月29日，长沙市开福区公安
分局就通报了一起案件，一名男
子专偷回收箱旧衣物，半年时间
偷了60吨， 非法获利10多万元。
目前，该男子已因涉嫌盗窃罪被
警方刑事拘留。

【走访】 部分旧衣物回收箱缺乏管理

7月12日，记者走访了长沙市
开福区多个小区， 发现这些旧衣
回收箱不仅数量多， 种类也是五
花八门，有专门收纳旧衣物的，有
收纳衣服、鞋、背包的，甚至还有
回收不同种类生活垃圾的。

富雅坪小区56栋处的旧衣
回收箱上标注有湖南省慈善总
会的字样， 尽管长期摆放在室
外，外观仍然保持干净整洁没有
破损。箱子上还留有旧衣收集员
的电话号码，居民们介绍，如果
谁家有大量的衣物要处理，可以
直接联系收集员上门。

记者拨打电话对方很快接
听，并表示他是一名专门负责收
集衣服的义工。“我的主要工作
是将这些衣服收集好，统一送到
开福寺的分站，这些衣服经过筛
选，最后会送到需要者手中。”该
收集员说，旧衣回收箱一般是每
周清理一次。

而相隔不远的长沙财经学
校对面同样有一个旧衣物回收
箱，除了注明“旧衣物、鞋、背包
集中点”外，柜体上没有管理单
位及其他信息，投放口还有不少
被喷涂掩盖的小广告。

【规定】 显著位置应公布慈善组织详细信息

为防止有心人利用回收箱
牟利，省民政厅向全省各级民政
下发了《通知》，要求慈善组织在
旧衣物回收箱的显著位置公布
募捐组织名称、 募捐资格证书、
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
查询方法等，并定期向社会公开
募捐情况和慈善项目实施情况，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而慈善组织
开展的募捐活动，也必须先向民
政部门提前备案。

根据规定， 以慈善名义在
公共场所设箱开展旧衣物回收

行为，属于公开募捐活动。只有
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才能开展公开募捐活动， 无公
开募捐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基于
慈善目的， 可以与有资格的慈
善组织合作开展公开募捐活
动，但需依法签订书面协议，使
用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
织名义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募
捐活动的全部收支纳入该慈善
组织的账户， 由该慈善组织统
一进行财务核算和管理， 并承
担法律责任。

【整治】“三无”旧衣物回收箱将依法取缔

揭秘 回收的旧衣物最后去了哪

出去旅游你会定制吗？你会网约导游吗？

旅游定制师走红，月薪上万不难
链接

7月12日，在长沙很多小区，都已
经配置了旧衣回收箱，方便居民将闲置
的旧衣捐给需要的人。 记者 杨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