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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日前，商务部会
同发改委等部门起草
的《关于建立家政服
务业信用体系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对外公布。意见稿提出，建立家
政服务员信用档案，实施家政服务
领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
立“红名单”和“黑名单”制度。意
见稿直击家政业痛点，可以预见，完
整信用体系的建立，将为家政服务
业健康发展护航。

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是完
善社会信用体系的题中之义。家政
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所有家政服务
人员要进入消费者家中工作，直接关
系到社会公众的安全、幸福，也凸显了
信用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建立，
让消费者选择家政服务员时不再盲
目。当前，社会对家政服务人员需求
量大，家政从业人员数量众多。但
是，对消费者而言，合适的家政人员
难找，中介推荐的信息真真假假让消

费者无法信服，只能凭“眼缘”，靠运
气。而意见稿提出，家政服务员的信
用档案包括基本信息、职业信息和犯
罪背景核查结果信息，让消费者不再
盲目选人。

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建立，将使
现有家政行业重新洗牌，推动行业健康
发展。当前，社会上家政企业大致分
两类：一类是没有自己的员工，只发挥
中介作用；一类是公司制，有自己的
员工。家政服务业“红黑名单”制度的
推广，迫使家政企业把好“诚信关”，将
把那些一张桌子、一部电话、一部电脑
就能开张，纯粹为了中介费而不讲诚信
的家政企业列入“黑名单”，逐出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稿在列举诚
信缺失问题时还提出，部分家政企业
存在哄抬价格、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
的行为。前几天一则消息称，国内初级
月嫂的价格8800元起步，金牌月嫂费
用在2.58万元以上且最难找。对这类
新闻，人们还需仔细甄别，不要轻易
转发。毕竟，诚信建设离不开制度建
设，也离不开全社会的舆论监督。

找家政服务者不单凭“眼缘”
郭 星

本报讯 记者李波报道 3
月7日，记者从沈阳市民政局了解
到，今年沈阳计划建设的300个社
区养老服务站中，目前已经有194
个完成选址工作。

针对 98%以上的老年人选择
居家养老的实际，近年来，沈阳市
不断加大居家养老设施的建设力
度，努力满足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大力推进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建设，每个中心服务范围覆盖周
边1个至2个社区老年人，主要提

供生活照料、短期托养、助医、助
餐、助浴、助洁、生活陪伴等服务；
在社区层面，建设社区养老服务
站，主要提供文化、体育、养生、老
年教育等服务，打造 15 分钟居家
养老服务圈。

截至 2018 年年底，沈阳市投
入运营的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已达到 60 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300 个。今年，沈阳市将新建 100
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
300个社区养老服务站。

沈阳今年建300个养老服务站

“捡破烂儿不丢人，但捡了钱
不还，丢人！”3 月 5 日，记者见到朱
信时，他这样说。

家住朝阳市的朱信今年69岁，出
门散步就爱捡废品，既废物利用，又贴
补家用。前两天，他在自家楼下的垃
圾箱里捡到了一个普通白色塑料袋包
装的“破烂儿”。朱大爷解开白色塑料
袋,发现里面还有一层黑色塑料袋。

打开黑色塑料袋，眼前的一幕吓了朱
大爷一跳。塑料袋里装的不是垃圾，
而是一捆捆的现金。朱大爷一时间不
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拎着装钱的塑料
袋在楼下等了一会儿，也不见有人来
找。看到塑料袋里的钱，朱大爷的老
伴儿也吓了一跳。老两口一数，一共有
15.5万元，这些钱对于老两口来说，无
疑是一笔巨款。“捡到钱还给失主，是正

常的事。”想到丢了钱的人一定急坏了，
朱大爷拎着装钱的袋子再次下楼等失
主，可还是没人来找。

老两口决定报警，让警察帮忙寻
找失主。在警察的帮助下，失主找到
了。老两口将钱悉数归还，并谢绝了
失主的酬谢。

失主张亮告诉记者，原来他将
钱装进塑料袋内，准备拿到银行存

起来。下楼扔垃圾时，误将装钱的
袋子当成垃圾扔了。扔完“垃圾”
后，他到商场买衣服，可准备付钱时
发现没带钱。这时，他才想起来，早
上扔的“垃圾”其实是自己准备存银
行的现金。

“朱大爷拾金不昧，不要回报的品
德难能可贵，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下
去的中华传统美德。”张亮说。

丢到垃圾箱里的巨款找到了
赵红莉 本报记者 张 辉

本报讯 记者徐铁英报道 3月
5 日，记者从省本级企业失业保险稳
岗补贴工作座谈会上获悉，今年省就
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进一步简化失业保
险业务经办程序，实行一站式服务，并
制订了《辽宁省省本级失业保险业务
经办服务指南》，指导省本级企事业单
位办理失业保险相关业务。

省本级失业保险经办业务操作
流程简化后，失业保险待遇及待遇
转移的申领要件由 10 项精简为 7

项。特别是失业人员领取失业金期
间办理生育补助待遇的要件由 7 项
简化为 4 项，如医院费用清单、病案
首页、出院小结等要件不再需要提
供。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失业保
险关系转迁两项业务也进行相关优
化简化。

简化流程的同时，省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制订了失业保险参保登记、
失业保险申报、失业保险办理变更及
注销登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失业人

员领取失业金期间办理生育补助待
遇、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关
系转迁 7 项服务指南，并明确了相关
业务的办理时限。

省本级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参保
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
内、非生产经营性单位自成立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办理失业保险参保登
记。失业保险单位登记事项发生变
更时，须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
变更失业保险登记。重新就业人员

应于重新缴纳社会保险当月办理停
发失业保险金业务，退休人员应于享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当月办理停发
失业保险金业务。

为保障女性权益，服务指南中明
确，失业女职工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间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可
申领生育补助。失业女职工生育后
30 日内由本人或直系亲属携带相关
资料，到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大厅
经办窗口申领生育补助。

省本级失业保险业务实行一站式服务

高铁飞驰，需要一个强大并且
高度精密的控制系统来进行调度。
在中国通号西工集团沈阳铁路信号
有限责任公司，继电器调整工柯晓
宾每日的工作就是围绕这个控制系
统来进行的。

3月7日，在沈阳铁路信号有限

责任公司车间调整线上，柯晓宾正
在专注地调整一个继电器。这个看
似简单的继电器是高铁信号系统传
输的基础单位，就像高铁的神经元
一样，要求两个金属片的接触力度
必须高度精确并且完全一致，而它
的力度相当于拉断一根头发丝力度

的九分之一。柯晓宾每天的工作就
是调整金属片之间的距离，使它符
合标准，这个单调而枯燥的动作她
每天要重复1万多次。

和这个巴掌大的继电器打了
16年交道，枯燥中的坚守也使柯晓
宾成为继电器调整线技术上的领军

人物。柯晓宾还自主研发了一整套
调整工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如今，在奔驰的高铁列车上，都有
她和工友们加工的继电器。也正是她
和工友们的付出，编织起高铁运行的
安全网。

本报记者 周福刚 摄

惊蛰时节，气温回升，春意盎
然，在沈阳农业大学科研草莓日光
温室大棚里，红红的草莓特别显眼。

这个大学生科研团队在导师
张志宏的带领下，历时6年终于试

验成功杂交新品种“月华”草莓。
这个品种果形小、口感好。据了
解，许多省内的草莓种植户纷纷来
到学校预订该品种。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为
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本溪市妇
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
溪市劳动大厦联合举办了主题为

“促进女性就业、助力脱贫攻坚”的
专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之前，本溪市妇联
先行对企业用工情况做了摸底调
查，详细了解企业用工需求，然后
专门邀请需要女工较多的企业参
加招聘会。

为了让广大女性提前了解招
聘会用工信息，以免错过求职机
会，本溪市妇联利用微博、微信公
众号等多种新媒体渠道广而告之，
吸引了 2000 多名女性求职者前
来。招聘会现场设立了创业政策、
就业指导、家政服务、手工艺技能

培训等政策咨询服务区，女性求职
者有什么问题，服务区工作人员都
能做到有问必答，力求通过政策指
导提供岗位信息，组织劳务输出，
组织就近就业。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招聘会
上，多数用人单位普遍降低用人门
槛，只要女性手能干活，视力没有
特殊缺陷，其他条件包括年龄都不
再加以限制。有些企业为了帮助
家庭有困难的女性实现就业，推出
了居家工作模式，即应聘的女工符
合入职条件后，不必非得来企业上
班，在家计件完成工作任务后，便
可得到同在岗工人一样的报酬。

当天的招聘会，共有121家企
业提供适合女性就业的工作岗位
2184个，达成就业意向的近500人。

本溪举办女工专场招聘会

激活高铁大脑细胞的巾帼匠人

大学生科研团队育出新品种草莓

本报讯 记者刘佳报道 容易被
污染、漏损率较高、缺少专业人员管
理，这些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问题将
在我省得到解决。3月7日，省住建厅发
布消息称，今年将在二次供水管理、水质
监测和管网改造等方面加大整治力度，
全力把好居民“水龙头”水质安全关。

城市供水是重要的民生事业和公
共服务。据介绍，近三年来，我省加快
城市供水设施建设，投入专项资金进
行供水设施、管道及二次供水设施改
造。数据显示，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

供水普及率达到97.72%，彻底告别了
“三峰供水”模式。

2016年至2018年，省住建厅组织
相关检测机构对全省所有设市城市的
出厂水、管网水及二次供水进行了水
质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我省城市供水
水厂的水质合格率稳定提升，基本指
标合格。同时也发现二次供水管理问
题较多，如供水设施维护保养不及时，
未按标准要求进行水箱、水池清洗，物
业、产权单位等管理单位缺乏专业人员
等。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和管理不够精

准，我省供水管网基础较差，全省城市公
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比较高。为此，我省
提出新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经验
收合格，应当移交供水单位，由供水单位
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已建居民住宅
的二次供水设施，市、县政府应当制定计
划，采取措施，限期移交。其供水设施不
符合有关建设标准和工程技术规范的，
应当实施改造，经验收合格后移交。

目前，全省各地均建立了水质三级
检验体系，今年继续对出厂水进行106
项水质检测，每月对出厂水进行常规42

项水质检测，每日对出厂水进行饮用水
10项指标检测，确保城市供水水质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保证老百
姓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同时，今年全
省将重点开展降低公共供水管网漏损
率工作，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要降到
15%以下。大力推行DMA分区计量管
理，对城市老旧供水管线进行改造，完
成2 个新建水厂的建设工作，梯次推
进二次供水设施升级改造。全省供水
行业要在精细化管理上着力，更好地
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用水需求。

二次供水设施全部移交，水质指标天天检测，老旧管线持续改造

我省系统治理自来水“最后一公里”问题

据新华社兰州3月5日电（记
者白丽萍） 何万祥，1915年出生，甘
肃宁县人，原姓朱，1931年冬参加红
军后更名为何万祥，在红26军第42
师第 3 团当战士。1936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万祥所
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 115 师。
1940年1月，何万祥任第115师教导2
旅第6团2连连长。此后，何万祥先后
参加了郯城战斗、赣榆战斗、歼灭伪军
朱信斋部等400多次大小战斗，他勇
猛果敢，能攻善守，带领所部战士屡立
战功，是山东军区有名的战斗英雄。
1944年1月，在歼灭伪军朱信斋部的
战斗中，由于伪军构筑的工事密集坚
固，兄弟部队屡次攻击未果，何万祥奉
命带领部队担任主攻任务。他带领部

队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作掩护，巧妙安
排攻击战术，勇敢冲锋在前，一个掩体
一个掩体地攻克推进，圆满完成了攻
击任务，并活捉了伪军头目朱信斋。
此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巩固了根据
地建设。为此，滨海军区司令部授予
何万祥“战斗英雄”称号。1944年3月
25日夜，鲁中军区组织讨伐“铁杆汉
奸”吴化文，何万祥在率部进攻大泉庄
虎山山顶的伪军炮楼时，喉部中弹，壮
烈牺牲，时年29岁。

为了表彰和纪念何万祥，山东军
区将此次战斗缴获的重机枪命名为

“何万祥重机枪”；将他率领的连队命
名为“何万祥连”。山东军区文工团
还以何万祥英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
歌曲《我们的连长何万祥》，在山东地
区抗日军民中广为流传。

何万祥：滨海军区战斗英雄
据新华社武汉3月6日电（记

者冯国栋） 李汉卿，1903 年出生在
湖北新洲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家靠
种田度日。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投身农民运动。1928 年当选中
共黄冈县县委常委。1940 年 9 月任
中共蕲广边县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
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李汉卿历任
新四军第5师独立1团2营营长、独立
1团参谋长、独立4团团长、第4军分区
挺进17团团长、赣北指挥部指挥长等
职。第5师这支鄂豫边区人民的子弟
兵，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与支持下，逐步
成长为日益正规化的游击兵团，军事
政治素质日益提高，不仅善于进行灵
活的游击战，而且能进行较大规模的
运动战。第 5 师主力军一面出击敌

伪，牵制敌人对大别山和鄂西的进攻，
一面配合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粉碎
日、伪军对边区的“扫荡”“清乡”，抗击
国民党顽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

在全面抗战的战略相持和战略
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
击队广泛开辟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
众，积极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和创建敌
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发展、
壮大成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的人民
武装力量，创建并巩固了鄂豫边区抗
日根据地。其中，李汉卿参与了开辟
鄂豫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赣北抗日根
据地，并发挥重要作用。

1944 年 11 月，李汉卿率部攻打
湖北省广济县杨家桥张家湾日、伪
军据点时，在指挥作战中牺牲，时年
41岁。

李汉卿：血染战场的抗日英烈
据新华社济南 3 月 7 日电

（记者滕军伟） 王克山，生于1919
年，山东寿光人，从小家境贫寒。
1940年初冬，参加八路军，同年编
入八路军胶东军区第 5 旅 13 团 2
营4连，踏上抗日救国征途。

王克山每次战斗总是争着领
最艰巨的任务，打起仗来冲锋在
先，撤退在后，挂彩不下火线。战
斗的洗礼、革命烈火的考验，把王
克山熔炼成坚强无畏、机智勇敢的
战士。1944年春，13团奉命攻打莱
阳河源西沟，这是伪军赵保原老巢
的屏障，有守军2000余人，装备优
良，并筑有9座长方形大碉堡。王
克山在战斗中头部负伤，但仍坚持
作战，一人就炸掉3个大碉堡，创造
了胶东军区连续爆破的新纪录，被

胶东军区授予“爆破大王”的光荣
称号。同年3月，王克山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4年4月，八路军驻防
的莱阳县王家夼遭日、伪军突然袭
击。危难时刻，王克山奉命率领2
班向村东南方向突围。激战中，王
克山的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展开了
拼刺战，不幸牺牲，年仅25岁。

1944 年 7 月，胶东军区召开
首届战斗英雄代表大会，追认王
克山为“胶东军区战斗英雄”。
1945 年 8 月，胶东行政公署将王
克山的遗体移葬英灵山烈士陵
园，与战斗英雄任常伦、胶东军
区特等劳动模范王彩春合冢为

“三英墓”。陪伴他们的，还有抗
战期间在胶东大地牺牲的两万
多名烈士。

王克山：机智勇敢的战士

为 了 民 族 复 兴 · 英 雄 烈 士 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