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8日讯 日前， 由长
沙市人社局发起的“长沙，就是
你的星辰大海”千企万岗云聘会
活动正式收官，本次招聘活动旨
在促进各类人才留长来长就业
创业。据实时统计，活动期间，中
联重科等1056家企业共提供招
聘岗位 111932个， 达成意向
13799人。

2月18日，年后上班第一天，
主办方组织了数十家长沙最具知
名度、影响力的媒体，以报纸、微
视频、APP等为载体， 多维度、深
层次、 全方位对活动进行宣传报
道，营造浓厚的引才氛围。招聘活
动线上线下齐发力， 以不间断的
线上云聘会为主， 同时还举办了
线下洽谈、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
其中， 云聘会运用了基于大数据
分析的匹配推送技术， 引导求职
者通过长沙人才网、 长沙人才集
团微信小程序等多平台投递简
历，并通过“直聊”功能即时聊天
沟通、即时视频面试、即时信息反
馈，让云端招聘“既闻其声、又见
其人”。

同时，为促进人岗实时对接，
助力企业招揽海内外人才， 长沙
市人社局携手湖南卫视海外频道
搭建起长沙企业与海内外学子的
沟通“云桥”，邀请部分重点企业
在长沙人才会客厅直播带“岗”，
在云端推介“好城市、好产业、好
政策、 好工作”， 当天直播吸引
136.05万观众观看。 多家与会企
业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 云聘
会活动为公司招揽到公司新年度
所需的人才，其中，中联重科与来
自 泰 国 的 求 职 者 Thassika-
Sukkwan来了一场无国界的远
程面试，并达成了意向。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静雅

延伸

3元吃上热乎饭，“爸妈食堂”暖胃又暖心
多方联手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题，还能送餐上门 长沙已有不少社区上线“老年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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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奔小康
4月8日，长沙县星沙街道杉仙岭社区“爸妈食堂”里

人头攒动，社区32名老人有序领取午餐，吃得津津有味。
三菜一汤、荤素搭配的热饭热菜，不仅温暖了老人的胃，
更温暖了老人的心。“解决好老人的吃饭问题，我们子女
才能更安心去工作去拼搏，这项惠民措施太赞了。”在外
地工作的子女对“爸妈食堂”称赞不已。

近年来，在推行居家养老、社区
养老建设的同时，部分空巢、高龄等
低收入老年人“吃饭难”的问题也凸
显出来，特别是独居、失能、失智老人
的就餐质量不高。 记者梳理发现，
2020年， 长沙市民政局在开福区、雨
花区启动老年人助餐配餐服务试点，
开福区西园、砚瓦池和蚌塘社区成为
首批启动“老年食堂”的社区。

2019年，长沙市民政局已下拨
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开福区“老年
食堂”服务试点，要求区财政按不低
于1∶1的比例配套。试点以市中心老
旧城区、老年人助餐需求突出的社
区为重心，首批在开福区通泰街街
道西园社区，东风路街道砚瓦池和
蚌塘社区启动。 重点保障高龄、孤
寡、独居、空巢、失能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兼顾其他老年人的助餐需求。

力争到2021年底，实现试点区特殊困
难老年人助餐服务全覆盖。

长沙市雨花区也在雨花家园社
区、政院社区、韶山路社区、金地社
区和红花坡社区等多个社区试点
“老年食堂”。 年满60周岁的长沙市
户籍或常住地为长沙的老年人均纳
入“老年食堂”的资金补贴范围，可
享受每人每餐3元的减免补贴，也就
是说，只需要支付10元，老年人就能
吃上一份丰盛中晚餐。 此外， 为高
龄、孤寡、空巢、失独、特困老年人五
类群体，还专门提供送餐服务。

现在，全市越来越多的社区都有
了“老年食堂”，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为依托设置老年人社区助餐中心，按
照就近原则解决高龄、空巢、低保和
特困供养等低收入老年人就餐问题，
提升老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长沙“老年食堂”遍地开花

暖胃
“我年纪大了，自己做饭很不

方便， 在社区就近能吃到热腾腾
的饭菜，每餐只要3元钱，真是太
方便了。”83岁的聂枝桂告诉记
者，儿女们工作忙不常在身边，近
段时间老伴患病住院， 一个人在
家的她吃饭成了问题，“社区干部
和社工对我们这些老人非常关
心，‘爸妈食堂’服务也很周到。”

同样80岁的社区老人曹春凡
患有老年痴呆，儿女不在身边，经
常煮稀饭、吃咸菜应付一日三餐。
当社区志愿者将热腾腾的饭菜送
到他家时， 他感动得哽咽道：“每

天不用出门就能吃上热饭菜，感谢
社区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老人们走进
“爸妈食堂”用餐前，志愿者都会先
给老人量体温并登记。食堂大厅的
墙上张贴了一周菜谱，都是根据老
人们喜爱的口味制定。当天的食物
严格按规定留样48小时，所用餐具
严格消毒并存放在消毒柜内。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32名老人
11时30分准时相约“爸妈食堂”，一
起吃饭、拉家常，其乐融融。而对于
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是“爸
妈食堂”为其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三菜一汤仅需3元 还能送餐上门

杉仙岭社区负责人介绍，“爸
妈食堂” 公益项目由爱德基金会
和阿里巴巴公益支持， 杉仙岭社
区和长沙县星辰社工发展中心运
作。该项目以老人为核心，以公益
午餐为载体，社区、社工专业服务
为纽带，为高龄、独居、失能、残障
老人提供帮助， 改善老人生活质
量。 爱德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
按每个老人每天每餐10.8元标准
补助，老人每餐只需花3元就能吃
到可口的饭菜。

老人用餐是免费的， 但是会
收取每餐3元的活动经费，“这3元
钱其中2元是长者团建补贴，用于
辖区老人娱乐性团建活动， 提升
精神生活。1元用于志愿者团建补

贴，爱心餐厅的所有工作人员均为
志愿者服务，将定期开展志愿者团
建、培训活动。”

“现在生活好起来了， 都有饭
吃，怎么让更多老人安享晚年，养老
服务更立体化、 人性化成了我们需
要思考的问题。”项目相关负责人表
示。项目启动前，社区、社工站进行了
长时间的入户走访、调研筹备，并召
开征求意见会。 在详细了解老年居
民诉求后， 首批确定32名家庭经济
困难或生活自理能力较弱的老人自
愿参与。目前，项目试运行两周，老人
持社区发的体验券可免费试吃，期
间可向项目运营方提建议， 项目运
营方将及时采纳并改善服务质量。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盛磊 张炯

暖心 生活好起来，养老服务更立体化

长沙千企万岗云聘
会助近1.4万人达
成就业意向

本报4月8日讯 湖南
今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面试）什么时候考？
如何报考？刚刚记者从湖南
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了
解到，我省今年上半年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报
名时间为4月15日—18日，
面试考试时间为5月15日—
16日， 面试结果可于2021
年6月15日后登录教育部考
试中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 网 ”（http://ntce.neea.
edu.cn）进行查询。

报名参加湖南省2021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面试）的考生应当参加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各科成绩均合格且在有效
期内 (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
为两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及其毕业前一年级学生，以
及在校全日制研究生， 可在
就读学校所在地报名参加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
试）。 其他在读生不能报考。
被依法撤销教师资格的，5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考试；受
到剥夺政治权利，或故意犯
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
处罚的，不得报名参加考试。
曾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
弊行为的，按照《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
第33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今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15日起报名

网上报名日期：4月
15日-18日；

网上缴费截止日
期：4月21日24:00；

网上准考证下载日
期：5月10日-16日；

面试考试时间：5月15
日-16日（个别考生人数
多的考区， 会出现考试时
间顺延情况）；

面试结果公布日期：6
月15日。

日程安排

“按期整改就不用交罚
款吗？” 随着郴州市消防监
督管理效能提质行动的持
续开展，越来越多像友阿国
际广场罗先生这样的重点
单位负责人发出感慨。

“针对隐患整改难易
程度确定整改期限， 同时
要加强日常消防安全管
理， 建议你单位引进技术
服务中介力量、 注册消防
工程师参与消防安全管
理、 开展消防检查和安全
评估。”郴州市消防救援支
队消防安全体检专家组消
防监督员贺成的解说，打
消了罗先生的疑虑， 按时
逐项抓好整改落实， 就可

免于罚款。
支队对全市1632家重点

单位上门进行消防安全管
理、建筑防火、电气安全、消
防设施和灭火救援准备等5
个方面内容的体检， 针对问
题清单进行多方会商， 指导
各单位进行限期整改， 逾期
未改者依托消防执法手段，
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截至目前， 郴州市消防
救援支队消防安全体检专家
组已完成全市8家建筑面积
大于5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
综合体和110余家人员密集
型重点单位的体检， 消防监
督管理效能提质行动正在全
面铺开当中。 ■通讯员 林思

郴州消防开展监督管理效能提质行动

消防行动

4月8日中午，星沙街道杉仙岭社区30多位老人在“爸妈食堂” 吃饭。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