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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人的可塑性到底有多大？用什么
办法能最大限度激活人的潜能？

在中山市人大办驻肇庆广宁洲
仔社区联合扶贫点，有一个故事被人
津津乐道。

贫困户马三仔一家 5口，只有儿
子马学勇一个劳动力。现年33岁的马
学勇一直在顺德、广州等地酒楼打杂
工，年收入只有 2万多元。后来，工作
队鼓励他利用自学的厨艺，主攻粤
菜，参加厨师证考试。仅仅一年之后，
马学勇成长为厨师长，年收入达到12
万元，翻了四五倍，家庭经济状况迅
速好转，成为洲仔年轻人的榜样，也
带动了一些年轻人跟着学艺或进入
餐饮行业。

向扶贫工作队队长杜求卿了解
更多细节，他说，2017年底，一次走访
贫困户马三仔家时，他的儿子马学勇
正好打工归来。年轻人热情地留工作
队员吃饭，下厨炒了几道菜，都是地
道的粤菜。杜求卿忽然心有所动。

聊天中知道，马学勇在厨房偷师
学艺，却没有厨师身份，只能做杂工，
偶尔帮手炒个菜，每月收入只有2000
元左右。因为对工资不满意，频繁跳
槽，做过不少酒楼。

于是，工作队员告诉马学勇，扶
贫队有个奖励政策，考了职业资格证
书，工资待遇提升，就有奖励。

扶贫队一席家访谈话，改变了这
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此后他不再频
繁跳槽，而是扎下根来学艺，一年之
后拿到了厨师证。后来，工作队员又
建议他走出广东，到粤菜师傅更吃香
的外省寻求发展机会。

杜求卿向记者出示了用人单位
给马学勇出具的 2017年和 2018年收
入证明，2017年在东莞市南丰渔港海
鲜酒家月薪2000元，2018年在江西省
道顺贸易有限公司担任厨师长半年，
月薪 1.2 万元，为此，他分别拿到了
1000元和1200元奖励。

马学勇的故事激励了村里村外
的年轻人，不少人跟着他走进厨师行
业，从学徒做起。通过扶贫队联系上
马学勇，他说目前还在江西南昌，带

着 8人团队，都是村里和附近村里的
人。

马学勇薪资一年涨四五倍的背
后，扶贫队 2017年出台的《洲仔社区
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奖励帮扶
办法》扮演了主要推手，《办法》对贫
困户劳动力就业创业、从事种植业、

危房改造、参军或升学进行奖励，奖
励资金从扶贫三年攻坚帮扶资金中
列支。按照《办法》，对自愿参与扶贫
产业开发和就业创业等的贫困户给
予奖励，其中，通过学习培训且取得
职业资格证书的贫困户劳动力，有较
稳定工作和年收入达到3万元以上者

奖励1200元；积极务工且年收入达到
2万元的贫困户奖励 1000元；居家创
业取得 1万元收入的贫困户奖励 800
元；踊跃应聘村保洁员者，2018年 12
月前每人每月补贴 200元，多数保洁
员签约一年，做满了一年，如期领取
了2400元。

41岁的马建华，家有年迈母亲，
老婆出外打工，没有技能的他留守家
乡照顾老小，包括两个今年 9月升读
小学 2年级和一年级的孩子。2017年
起他选择了养牛扶贫项目，今年扶贫
队引进蚂蟥养殖项目后，他申请到基
地工作，学会了蚂蟥养殖技术，成了
基地技术骨干，目前月薪 2000元。在
基地里，看到他熟练地将新鲜猪血灌
肠，给蚂蟥喂食，清除喂养池里的垃
圾，偶尔捞起一把蚂蟥托在手心里。

跟马建华聊起现在的工作，他说
去年养了2头牛赚了1.3万元，今年申
请养 4头牛，还希望在基地学习蚂蟥
孵化技术，为项目扩大做准备。

感觉得到，他身上有一股劲。杜
求卿说，扶贫队刚来时，马建华可不
是这样的，那时他比较懒散，偶尔还
到街上小赌，一脸愁苦。

对于贫困户来说，致贫原因各种
各样，因人而异，但人的潜能是无限
的，很多时候需要外在力量去激活
他。

对于扶贫工作者而言，构建健全
的扶贫机制，做好贫困户的人生导
师，让他们在未来人生旅途中把准方
向，行稳致远，才是扶贫工作的至高
境界。因此，做人的工作，既是扶贫工
作的难点，也是扶贫工作的希望所
在，一旦激活贫困户通过劳动和智慧
发家致富的愿望和能力，扶贫工作难
点就迎刃而解了，这也是许多扶贫人
对扶贫点和扶贫对象不离不弃的主
要原因。

策划：方英恩
采写：本报记者 程明盛 陈慧
摄影：本报记者 文波

本报讯（记者卢兴江 通讯员 沈
力 李莉）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
运动会（以下简称“世警会”）8 月 8 日
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截至 8 月 12
日，中山市公安局民警奋勇拼搏，共
获得 4 枚金牌、2 枚银牌、3 项第四名
的好成绩。

本届“世警会”，市公安局共派出
5 位运动员参加，经过 6 天的角逐，黄
圃公安分局民警沈淼不仅收获了 400
米自由泳（35+组）冠军、800米自由泳
（35+组）冠军，还和队员一起获得男子
4*50自由泳（30+组）亚军；市公安局技
术侦察支队民警魏家跃收获 50米仰泳
（40+组）冠军、100 米仰泳（40+组）冠
军和男女 4*50 米自由泳接力第四名；
三角公安分局民警王东，作为曲棍球

中国代表队队长，率队夺得曲棍球团
体比赛亚军，他个人在四场比赛中打
进五球；沙溪公安分局民警孙忠东夺
得乒乓球男子双打第四名；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民警吕磊与其他省市的战友
出征最强生存者团体赛，夺得第四名。

据了解，“世警会”于 1985 年创
办，每两年举办一届，素有“警察和消
防员奥运会”之称，平均每届都有近
万名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警
察和消防员参赛。本次“世警会”共有
来自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
员齐聚成都参加 56个项目的角逐。

接下来的赛事中，沈淼、魏家跃
将代表中国警察参加公开水域游泳，
继续在全球最高规格的警体竞技舞
台上展现中山公安的绚丽风采。

本报讯（记者 陈慧）中小学生午
休和放学后，到家长下班来接走之间
的这段时间，如何看管？这个问题已成
为社会的热点，但我国尚未有具体的法
律规定。目前《中山市未成年人托管服
务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已进入征求意
见阶段，将采用网络听证会方式，广泛
听取社会各方意见。这将是中山获得地
方立法权以后首次就立法举行网络听
证会。8月12日中山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的工作人员向参加听证会的15名代
表介绍了草案的内容、听证流程。

学生课后在校内、校外的托管服
务由谁提供并实施监督，收费如何划

定，都急需有法可依。我市2017年已开
始着手起草未成年人托管服务条例的
相关草案，2018年 12月通过了市人大
常委会第一次审议。根据审议意见，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草案进行了修
改。今年此项立法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将首次采用网络听证会方式，希望更
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参加听证会
的 15名代表，由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网
络报名和邀请代表方式选出。他们分
为家长、教师、学校、校外培训机构、政
协委员5个类别。

正式的网络听证会将于本月18日
—24日在网上进行。听证会的网络页

面会将托管服务条例草案和15名代表
提出的个人观点、意见进行公布。市民
可在网上留言与代表互动交流和投赞
成或反对票。8月31日将邀请部分代表
现场进行意见交流，并通过媒体向社
会做现场直播。

企业因改制上市需要安排土地指标、环保指标和免错峰用电的，给予
优先安排；市相关部门对上市后备企业在重点技术改造项目、高新技术项
目、融资等方面实行政策倾斜，促使优质资源和重点项目向这些企业集中，
积极促进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加快改制上市进程。

中小学生课后托管
应如何管理和收费？

《中山市未成年人托管服务条例（草案）》将采用网络听证会方式广泛听取意见

听证的主要事项
草案设定的校外托管

服务机构设立标准是否符
合中山实际？

学校是否应当开展校
内课后服务？学校收取校
内课后服务费用每月多少
为宜？

校内课后服务费应当
如何收取和管理？是否可以
用于支付教职工劳务报酬？

扫码看
《中山市未成年人
托管服务条例
（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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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人大办驻肇庆广宁洲仔社区联合扶贫工作队以奖代补中山市人大办驻肇庆广宁洲仔社区联合扶贫工作队以奖代补
““四两拨四两拨千斤千斤””

激活人的潜能才能行稳致远

马建华（左）和杜求卿查看水蛭生长情况。

中山警察扬威“世警会”
斩获4金2银

中山获奖民警沈淼（左二）上台接受颁奖。 通讯员 李莉 摄

我市发布相关意见进一步促进企业上市，力争到
2023年全市境内外上市及新三板挂牌公司达130家

企业推进上市单次补助
最高可达5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黄启艳 实习生 廖阳子）为加大促进企业上市工作力度，进一步
发展利用资本市场，鼓励、扶持和引导企业借助改制上市实现做大做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8月12日，《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上市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发布。《意见》明确我市上市目标，力争到2023年，全市境内外上市及新三板
挂牌公司数量达到130家，直接融资累计募集资金达到1000亿元，把中山建设成为
全省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地区。我市将根据企业推进上市工作的不同进度和具体融
资情况有相应的奖励，单次补助最高可达500万元。

■改制过程中的审批事项一律开“绿色通道”
根据《意见》，我市将进一步完善服

务机制，在完善推动企业上市工作机制
方面，为企业上市提供高效、通畅、便捷
服务。对企业改制过程的审批事项及近
三年守法规范生产经营证明，根据实际
情况，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
下，有关部门一律给予“绿色通道”待
遇。完善市政府领导、部门挂钩联系拟
上市企业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全程跟踪
指导服务，全力支持企业上市。

同时，大力培育上市后备资源，完
善上市后备企业库。建立跟踪管理机
制，制定科学的上市规划，及时分析拟
上市企业状况，一企一策，分类指导。

我市还将通过引进优质证券中介
服务推动企业改制上市工作，并引进
品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本市企业，助
推本市企业快速发展、做大做强。如聘
请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深
圳证券交易所及一批取得良好业绩的
中介机构担任我市企业上市工作顾问
单位，同时加强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沟通联系，协助市相关部门开展推动
企业上市工作。积极引进国内品牌知
名度高、资金实力雄厚的股权投资机
构在中山设立分支机构或发起设立股
权投资基金。

■单次补助最高可达500万元
经市企业上市工作协调小组认定

的上市后备企业、“新三板”挂牌后备企
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本市相关
企业以及在中山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
将获得政策扶持。根据企业推进上市工
作的进度和具体融资情况给予资金补
助，单次补助最高可达500万元。主要包
括以下情况：

企业已制订详细的上市工作计划，
与中介机构签订上市工作协议，完成改
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辅导备案的，给
予补助500万元；企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申请经正式受理的，给予补助 100万
元；企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的，给予补助100
万元；企业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的，给予一次性补助500万元。

《意见》按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并在中山投资的额度分四个
档次进行补助：募投金额5亿元以下（含
5亿元）的，给予补助100万元；募投金额
5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含10亿元）的，
给予补助 200万元；募投金额 10亿元以
上、20亿元以下（含 20亿元）的，给予补

助300万元；募投金额20亿元以上的，给
予补助500万元。

企业成功在香港主板（H股）直接上
市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00万元。企业改
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成功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
报价转让的，给予补助100万元。

本市上市公司通过增发新股、配
股、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在资本市场实
现再融资且所募资金投资在本市，根据
募集金额给予100万元、200万元、500万
元不同档次的补助。

其他获得补助的情况还有：企业采
用买壳、借壳方式上市，并将上市公司
注册地迁至本市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万元；生产基地在本市的市外上市
公司或外地上市公司将注册地、纳税登
记迁入我市的，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万
元；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
股权投资基金（需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进
行商事登记和税务登记并依法纳税）投
资我市产业政策扶持的且与基金非关
联的企业，年度投资金额超过1000万元
的，按其实缴投资金额的 1%予以补助。
单个股权投资基金补助金额累计不超
过200万元。

其他扶持政策

肇庆广宁洲仔社区有着秀丽的田园风光肇庆广宁洲仔社区有着秀丽的田园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