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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蒋家红）当冬日的暖阳刚照耀在全州县
老乡家园社区的时候，闫满珍就开始打扫居民住宅区的楼道
卫生，这个工作为她女儿读书和老公拿药治病提供了不小的
帮助。

全州镇老乡家园社区是全州县的一个易地搬迁扶贫安置
点，闫满珍一家 4 口就是这个社区的贫困家庭之一。闫满
珍的老公 2015 年 6 月因脑出血住院，现卧病在床，需长期
吃药；儿子工作了，每月收入 2000 元，小女儿在读初中二
年级。 2019 年 10 月，经过社区党支部研究和社区居民民
主评议，县人社局批准安排闫满珍做乡村公益性岗位工作。
从此，闫满珍每月有了收入，加上儿子有时也寄点钱回来，
家庭比起以前的状况有了转机。“没有这个工作时，我觉得
自己没有路了。人社局给了我这个岗位，我有了一份收入，
现在女儿读书、老公治病，平时省吃俭用，也还能撑起这个
家，觉得生活有了盼头！”谈起生活的转变，闫满珍微笑
道。

今年，全州县下达了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计划，帮助无
法实现转移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实现“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同时，该县把毕业后
暂时找不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和上了年纪求职困难人员作为
安置就业的重点对象，加大城镇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安排
“ 4050 ”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就近就地就业。公益性岗位开
发工作为困难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带来了温暖。

据全州县人社局介绍，截至目前，该县今年共开发公益
性岗位 651 个，其中“ 4050 ”公益性岗位 205 个，高校毕
业生公益性岗位 111 个，乡村公益性岗位 335 个。在乡村
公益性岗位开发中，该县在全县 273 个行政村和 1 个易地
搬迁扶贫安置点已完成 297 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并在
17 户极度贫困户中针对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 8 户极
度贫困户共安排 8 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在 3 个深度贫困村
共开发 30 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就近就地安置 30 名贫困劳动
力就业。

近年来，全州县政府把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纳入县人社
部门全年绩效考核就业工作板块的重要内容，严防全县每年
城镇登记失业率突破 4 .5% 的失业率“红线”。据该县人社
局统计， 2018 年全州县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 .08% ， 2019
年该县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 . 66% ，同比下降 1 . 42 个百分
点。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郑智敏 文/摄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李局长的脸！”
斩钉截铁地说这话的，是恭城瑶族自治县平
安镇大江村老源自然村 2019 年预脱贫户齐
禾香，县教育局局长李典东是他的帮扶联系
人，齐禾香对李典东的帮扶工作十分满意，
并且把他当做“哥子”看待。如果你不了解
齐禾香的人生经历，你就不会感受到“我无
论如何都不能丢李局长的脸”这句发自他内
心的话的份量。

齐禾香出生于 1987 年 4 月， 2004
年，常年酗酒的父亲醉酒后在外跌伤后离
世，他的三个亲姐姐先后出嫁，留下十多岁
的他和母亲共同生活。只有小学文化的他，
虽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但终归是缺少文化
和技能，整天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在恭城
街上四处游荡，还浪迹于赌场等不法之地。
家庭经济只靠齐禾香母亲常年在县城打工做
家政工作挣钱维持。 2015 年底，在贫困户
精准识别工作中，齐禾香家的识别分才 42
分，房子是破破烂烂的泥墙瓦房。

时间到了 2016 年 1 月，齐禾香与龙虎
乡龙岭村姑娘黄希结成秦晋之好。婚后，齐
禾香还是想走一夜暴富的歧路，他在赌场被
查封后，瞒着家人，走上贩毒的歪路。很
快，齐禾香东窗事发，被关进了监狱。

身怀六甲的妻子获悉后，咬牙切齿，眼
泪夺眶而出，恨不得马上和他离婚；老母亲
知道后，更是多日以泪洗面。

失去人身自由的齐禾香也悔恨不已，一
边苦苦哀求妻子不要离婚，一边发誓今后一
定要重新做人。善良的妻子给了他改过自新
的机会，带着身孕暂时投靠娘家人生活。

齐禾香在监狱里度过了 11 个月的刑
期， 2017 年 2 月，出狱重获自由后第一件
事就是把过去手机里的不良微信朋友删
除。

2016 年下半年，根据“一帮一联”的
精准帮扶政策，时任恭城县人大常委会办公
室主任的李典东(2019 年 3 月转任县教育局
局长)成了齐禾香家的帮扶联系人。李典东
第一次到齐禾香家走访时，只见大门紧闭，
齐禾香还在坐牢，他母亲在县城务工，妻子
还在外家居住……

2017 年 3 月，李典东得知齐禾香出狱
回家以后，当即打电话给齐禾香，说要在县
城请他及全家一起吃饭。

说到这事，齐禾香不好意思地说：“当
时我是有自卑心理的，以为他是来看我的把

戏的。因为我坐了牢，家里又穷，不相信会
有人愿意帮扶我，特别是领导干部帮扶我，
我无脸以对。”

社会地位的差异，确实让齐禾香有一定
的自卑或抵触心理。李典东一连约了三次请
齐禾香吃饭，齐禾香都是爽约。

被第三次“放鸽子”后，李典东决定登
门。他来到齐禾香家里，耐心解释精准扶贫
的政策和原则，让齐禾香卸下心理包袱，并
结合他家庭的实际情况，跟他商量制定切实
有效的帮扶计划、措施。

经过李典东和风细雨、深入心灵的思想
开导，齐禾香意识到，眼前的这位李哥子是
来帮助自己的“贵人”，自己上有老、下有
小，不能再折腾了，得干正事了！

齐禾香认认真真听从李典东的教导，把
家里 2 . 2 亩田地种上了黑老虎(一种水果品
种，又名“冷饭团”)，种起了砂糖桔，养
起了竹鼠，妻子及儿子也回到了身边，老母
亲依然在县城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己还
外出务工，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

从 2018 年 12 月开始，齐禾香在县食
品公司新街屠宰场工作，加上还兼职其他岗

位，收入可观。帮扶联系人
李典东协调上级部门，帮他
争取到危房改造指标。目
前，齐禾香已建好近 80 平方
米的砖混结构的新房并入
住，得到 25000 元的补助资
金，另有 5000 元近期也将补
助到位。

2018 年以来，齐禾香在
食品公司屠宰场每月工资收入
6000 元，加班还另有较高的
加班费。今年，齐禾香将如期
实现脱贫目标。

说起现在的新生活，齐禾
香是喜笑颜开：“真的是感谢
李局长，感谢共产党，让我这
样一个曾经的失足青年，在短
短的 3 年内，实现了脱贫，
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我只有努
力搞好生产生活，才对得起大
家。”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唐晓辉)“水
里有了鱼虾，看得到水草，水质比之前好了
不少。” 12 月初天气晴好，不少市民在灵
剑溪边跳起了广场舞。居民王阿姨说这在几
个月前是无法想象的，正是灵剑溪有了大改
变让居民们有了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污水截留，杂物打捞，河岸环境清
洁……从 10 月份以来，穿山街道通过内外
源控制、水环境综合管理等举措努力建设沿
溪环境卫生屏障，全力推动灵剑溪水生态恢
复，为创城助力。

灵剑溪属于漓江支流，发源于尧山，后

汇入小东江，其中途经穿山街道辖区水域长
度约 5 公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灵剑
溪水生态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水体出现
发黑发臭的现象。

穿山街道在积极开展外源管控工作的同
时，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对灵剑溪开
展清淤工作，并要求村委全面做好河道周边
水土保持工作，严禁村民、租户在河边乱砍
乱伐，乱圈地养殖等；组织工作人员对灵剑
溪周边进行走访摸排，积极争取、配合相关
部门对周边住户、小作坊等开展截污截流工
作，村民、租户生活污水全部接入市政管

网，小作坊、养殖场等采取改造、关闭、搬
离等方式，力求对点源污染、面源污染进行
全面综合治理。同时，穿山街道组织沿溪村
委每日对灵剑溪开展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对
水里、水边垃圾杂物进行打捞清理。

穿山街道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多次陪
同水治理专家对灵剑溪进行实地考察，并采
取多种方式全力提升溪水自净能力，如在水
里某些河段抛撒石灰、种植水草等。针对灵
剑溪在枯水季节水量小、水流动难等问题，
穿山街道组织村委利用水泵房等水利设施日
夜对灵剑溪注入活水，确保水体能够正常流

动，全力保障水生态恢复的需要。
水生态恢复是一项系统、长期的工

程，穿山街道积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一
方面积极建立健全巡查工作规章制度，组
建专职巡查队伍每日对灵剑溪进行巡查；
另一方面组织村委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对河
道进行保洁，领导每周至少巡河 1 次，并
召开专题部署会。

经过群策群力，目前灵剑溪的水生态
得到一定改善，附近居民对灵剑溪的变化
表示认可。居民张敏表示，灵剑溪的改变
是创城为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本报讯(记者陈静 刘倩 通讯员于琳 李
怡慧)“平时这些摊点霸占消防通道，地上都是
垃圾污水，现在全部拆除了，我们出行方便了，
居住环境也更好了！政府真是做了一件大好
事！”家住文明路市场楼上的陈奶奶高兴地说。
为深入开展“九九冬春防火集中行动”，有效提
升辖区火灾防控工作水平，近日，象山区政府组
织消防、城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对象山食品批
发城、文明路市场综合楼(文明路 7 号)周边占用
消防和疏散通道的非法棚点，以及周边未经许可
非法搭建的棚点进行了拆除。

在文明路市场综合楼周边的通道上，有 39
个疏导点长期在临时搭建的铁棚里经营。其中临
时门面 8 家，主要经营干杂和餐饮；铁棚内摊
点 16 家，主要经营肉类和蔬菜；出入口通道摊
点 15 家，主要经营水果和蔬菜。这一疏导点占
用消防和疏散通道，未经许可非法搭建棚点进行
经营活动，导致消防车无法通行。临时疏导点周
边是密集的老式小区，人口众多，存在重大安全

和火灾隐患。
象山消防大队负责人介绍，象山食品批发

城使用彩钢板搭建顶棚，所用彩钢板夹芯材料
为聚苯乙烯可燃材料，严重违反了国家相关技
术标准，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此，象山区政府先后 10 余次组织召开
整治工作协调会，要求各职能部门迅速落实，
强力推进象山食品批发城及文明路市场火灾隐
患整改工作。

为了做好拆除工作，执法人员挨家挨户告
知经营户临时疏导市场存在的火灾隐患及此次
拆除的目的，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配合。

据了解，此次拆除整治工作，现场共拆除
非法棚点 2000 余平方米、违章搭建彩钢板
17000 余平方米，整改火灾隐患 260 余处，
打通消防疏散通道 4 处，解决瓶颈问题 80 余
个，取缔占道经营摊点 30 余处，清理占道经
营物品 2400 余件，出动挖机及叉车 6 台，先
后投入警力 200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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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户齐禾香：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李局长的脸”

全州公益性岗位开发

温暖 651 个家庭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杨艳兵 兰艳芳)“我拿的是
国家的钱，又没犯法。我不会退一分钱给对方……”近日，
资源县某村村民曾某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法院的开庭传票。在
艰难送达传票后，作为被告的曾某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资源
县人民法院只能依法缺席审理这起不当得利纠纷案。

曾某之所以如此“耍横”，只因多年前错领了养老金存
折。原来，曾某的母亲与原告唐某同名同姓，又是同村村
民。多年前，双方无意中错领了养老金存折。因两人每月所
领养老金数额相同，因此这个错误一直未被发现。直到
2017 年曾某的母亲去世，其养老金于 2017 年 11 月停发。

今年 1 月 25 日，原告唐某取款时才发现自己的养老金
少了一大笔钱，经查询核实才发现，原来他与曾某的母亲一
开始就领错了存折。唐某在查询时还发现，今年 1 月，曾某
将其手上存折里的余额全部取走了。而事实上，曾某多领了
2017 年 12 月— 2019 年 1 月共计 14 个月的养老金。

唐某将此事向该村村干部反映，村干部及扶贫驻村工作
人员得知情况后，数次上门做曾某的思想工作，要求其将多
领的养老金退还给唐某，但被告始终蛮横无理地拒绝退还。
唐某无奈之下，只好诉至法院。

资源县人民法院经开庭查明案件事实后，于今年 11 月
中旬判决被告退还原告养老金 1554 元。被告领到判决书后
依旧没有醒悟，反而继续强词夺理。

法官多次耐心细致做释法明理工作，并明确告知被告法
院判决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生效后不履行将会采取强制执
行。

近日，被告曾某终于将错领的养老金退还给了原告唐
某，并交纳了案件受理费。原告唐某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
护。

同名同姓领错存折

因错领养老金打官司
错领方最终被判决

归还“不当得利”

创城·进行时

穿山街道：多项举措推动灵剑溪水生态恢复

象山区集中拆除违法建筑 20000 平米

▲近日，桂林市人防办开展人防志愿服务队业务培训，
对 100 名人防志愿者进行了内容为人民防空的基本任务和
志愿者队伍建设、心肺复苏、急救创伤包扎、户外救援知识
等培训。授课形式采取知识讲解、观看视频、“师生”互
动、体验心肺复苏等，让志愿者对人防知识有了更为全面的
了解，对自身工作职责更为明确，掌握了一定的急救技能，
提升了实际操作能力，为以后参与人防应急应战救援志愿工
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图为心肺复苏急救培训场景。

记者陈静 通讯员唐顺林 摄

▲工人正在文明路菜市拆除非法搭建的棚点。 记者陈静 通讯员于琳 摄

▲齐禾香一家三口在新建的房子前合影。

李典东（左）在齐
禾香家入户，跟他交流了
解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