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综合

ZONGHE

A

03

编辑／版式 王霍 校对／周少俊

与民同心，萌生扶贫初心

乌蒙山区是我国最大、最穷、贫

困人口最多的集中连片特困山区，

毕节市是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 作为全国“知名” 的贫困地

区，你很难想象，在北上广深高楼林

立， 而这里很多老百姓还住在四面

透风的茅草屋里，家徒四壁，最贵重

的东西就是取暖的炉子和几口锅；

不少孩子上学要往返走两三个小时

的山路，甚至很多孩子因为太穷，不

得不早早地辍学。

这样的情景，唤起了许家印的儿

时记忆。 “上中学的时候，离家比较

远，每星期背着筐去学校，筐里面装

的是地瓜和地瓜面做的黑窝头，还有

一个小瓶子， 瓶子里面装着一点盐、

几滴芝麻油和一点葱花。这就是我一

周的口粮。 一日三餐，每餐吃一个地

瓜、一个窝头，喝一碗盐水。 到了夏

天，天很热，黑窝头半天就长毛了，洗

一洗继续吃。 ”

正是这份感同身受，让许家印萌

生了扶贫的初心。

与党同心，坚定扶贫决心

在全国政协鼓励支持下，恒大集

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更是坚定了

扶贫的决心。从 2015年 12月开始结

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三年无

偿投入 30亿，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

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和保障扶贫

等一揽子综合措施， 确保到 2018 年

底大方县 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

贫。 2017年 5月，恒大将帮扶范围扩

大至毕节全市 10 县区， 再无偿投入

80亿， 累计投入 110 亿， 派出 2108

人的扶贫团队， 到 2020 年帮扶毕节

1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五年无偿投入 110 亿对恒大

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最难的是要派一

支能吃苦耐劳、能奉献、能打硬仗、能

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办法、能出技

术、能激发当地干部群众内生动力的

优秀扶贫团队” ，许家印表示，集团

董事局决定选派 321 名常驻县、乡的

各级扶贫领导干部， 选派 1500 名驻

村的扶贫队员，和大方 287 人的扶贫

团队会师， 形成了 2100 多人的扶贫

大军，决战乌蒙山区扶贫前线。

与社会同心，创新扶贫模式

对于如何扶贫？恒大集团因地制

宜，独具创新，选择了一条更独特，更

有效的路。恒大集团以企业自身的资

源、渠道为优势，引入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扶贫，成功探索了可复制、可借

鉴的“恒大贵州大方扶贫模式” ，其

“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贫困户 + 基

地” 的产业扶贫模式，实现了“供、

产、销” 一体化经营，确保了贫困户

持续增收、稳定脱贫，从而“创造了

高质量的扶贫效率” 。

在恒大集团的扶贫实践中，既有

公益参与模式， 比如设立 2�亿元的

“恒大大方慈善基金” 及建设小学、

养老院等；又有产业开拓模式，比如

设立了 1�亿元 “产业扶贫贷款担保

基金” ，担保总额达 10�亿元，同时投

入 9�亿元，因地制宜建设依托合作社

运营的产业基地；还有社区综合开发

模式，比如捐资 10�亿元，结合新型城

镇社会化和新农村建设， 建设 50�个

新农村和一座民族风情小镇。 这一系

列扶贫措施，不仅“见效快” ，也“利

长远” ，得到当地贫困群众的称赞。

“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

还在农村； 没有国家的 14 块的助学

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

革开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 恒大

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

给的， 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我

们应该回报社会， 我们必须回报社

会。 ” 许家印如是说。

正是许家印与民同心、 与党同

心、与社会同心的社会责任感，让恒

大集团在中国树立了榜样，也铸就了

恒大集团非凡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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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的扶贫情怀：

1月 9日， 贵州省扶贫基金会收到恒大集团捐赠的 20 亿元扶贫资金，

用于结对帮扶毕节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据悉，恒大集团计划无偿投入

110亿元帮扶毕节市 1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目前已累计捐赠到位 60

亿元。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仅仅要能闷声发大财，更重要的是，要能平衡社

会责任与财富的关系，树立一个时代的榜样。 作为世界五百强恒大集团的

掌门人，许家印饮水不忘思源，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以“不脱贫不收兵” 的

勇气，以“达则兼济天下” 的家国情怀，全力投身到精准扶贫攻坚战中，用

行动诠释了成功企业家的定义。

企业家要“达则兼济天下”

搬入恒大新村的孩子们

本报讯 1月 12日，贵州省教育

厅下发通知，再次对规范办学行为、

加强作息管理工作作出要求。 按照

要求， 各地各校必须严格执行作息

时间规定， 并将校长作为规范作息

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同时，省教育厅

把规范作息管理情况纳入督导评估

考核指标，作为每年春季、秋季学期

开学工作检查的重要内容。

2017年 8月， 贵州省教育厅下

发《关于坚决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

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 其中要

求，自 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起，每天

在校集中学习时间，小学生不得超过

6小时，初中生不得超过 7小时。

根据督查和群众反映，对于作息

管理工作，个别地区和学校还存在认

识不到位、落实不彻底、政策宣传不

深入、督促检查不力等问题。 少数学

校片面理解为到校时间就是学校开

门时间，导致学生在学校门口聚集和

逗留，存在安全隐患。 个别学校仍然

要求或变相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在校

集中学习时间过长，侵害师生正常休

息权利，引起学生家长反复举报。

省教育厅要求，市、县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对辖区义务教育学校落实

作息管理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尤

其对群众举报及工作中查实的学生

到校时间过早、在校学习时间过长、

课业负担过重等问题， 要督促学校

立行立改，并跟踪落实。

此外，省教育厅表示，对于因交

通、家庭原因提早到校的学生，学校

应当让学生进校， 不得将其拒之门

外，并要做好安全工作，但不得在规

定的上课时间前组织进行统一的教

育教学活动。 学校要加强对教师特

别是班主任的管理， 要求班主任和

科任教师不得超出学校规定， 自行

要求或变相要求学生提早到校，保

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

（本报记者 谢孟航）

贵州省教育厅下发通知，规范中小学作息管理———

在校学习时间 不得“加量”

小学生不得超过 6小时，初中生不得超过 7小时

本报讯 昨日贵阳市生态委通

报，2017 年全市环境信访总量仍呈

上升趋势， 全市共收到各类环保投

诉 6698件，百分百办理。

其中，贵阳市环境监察支队收

到 146 件，各区（市、县）环保局收

到 6552 件， 办理率 100

%

， 回复率

100

%

。环境信访总量比 2016年上升

44

%

， 各类投诉上升幅度分别为水

45%、烟尘 17

%

、粉尘 29

%

、噪声 61

%

、

油烟 28

%

、气味 47

%

、固废 173

%

、辐

射 33

%

、其他类，包括建设项目、工

作建议等 229

%

。

从群众投诉集中区域来看，投诉

仍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在第三产业生

产经营和城市建设过程中产生，表现

在餐饮业油烟、噪声污染问题，装修、

喷漆引起的噪音、 气味污染问题，全

年全市涉及油烟投诉 1923件、 噪音

投诉 1772件、 气味投诉 1356件，三

类占总件数的 75.4

%

。

从投诉原因分析来看， 环境立

法不够健全是解决环境信访难点；部

门职责不清是环境信访投诉重点；随

着群众环境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大

气、噪声、电磁辐射等污染关注度越

来越高，“邻避” 问题成为环境信访

投诉热点；企业与周边居民矛盾是信

访投诉焦点。

（本报记者 杨林国）

本报讯 昨日， 贵州燃气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停气公告，因燃

气施工作业，1 月 13 日（本周六）、

15 日（下周一），将对瑞金北路、碧

海花园等路段区域实施停气作业。

1月 13日 13:30—16:00，作业

地点延安中路，铁五局幼儿园、鸡丝

豆花面、老七肠旺面、瑞金北路、枣

山路、威清路、黔灵路、北新区路、延

安路路段用户停气。

1月 15日 13:30—16:00，作业

地点兴筑西路， 碧海花园、 贵阳一

中、景怡苑、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贵

阳护理职业学院、贵武花园酒店、武

警贵州总队等用户停气。

（本报记者 曾秦）

本报讯 昨日， 中国铁路成都

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1 月 12 日

至 1 月 19 日期间， 贵州铁路增开

12 趟列车，其中包括贵开城际铁路

增开 2趟动车组，以方便旅客出行。

具体增开日期、车次、运行时

刻分别为：

1月 12日—15日，贵阳至北京

西增开 K4508 次，贵阳 22:11 发车，

第三日 15:22抵京。

1月 14日—17日，北京西至贵

阳增开 K4507 次， 北京西 21:23 发

车，第三日 12:47抵达贵阳。

1月 14日—17日，贵阳至成都

东增开 K9452 次，贵阳 22:39 发车，

次日 12:28抵达成都东。

1月 15日—18日，成都东至贵

阳增开 K9451 次， 成都东 17:09 发

车，次日 6:20抵达贵阳。

1月 14日—17日，贵阳至成都

东增开 T8898 次，贵阳 19:47 发车，

次日 7:28抵达成都东。

1月 15日—18日，成都东至贵

阳增开 T8897 次， 成都东 19:07 发

车，次日 7:12抵达贵阳。

1月 14日—17日，贵阳至重庆

增开 K9518 次，贵阳 23:50 发车，次

日 9:39抵达重庆。

1月 15日—18日，重庆至贵阳

增开 K9517 次，重庆 20:10 发车，次

日 6:00抵达贵阳。

1月 15日—18日，重庆至六盘

水增开 K9523 次，重庆 11:35 发车，

次日 4:37抵达六盘水。

1月 16日—19日，六盘水至重

庆增开 K9524 次， 六盘水 7:00 发

车，当日 21:17抵达重庆。

1月 16日—19日，贵阳北至开

阳增开 C6367 次， 贵阳北 16:21 发

车，当日 17:20抵达开阳。

1月 16日—19日，开阳至贵阳

北增开 C6368 次，开阳 17:40 发车，

当日 18:40抵达贵阳北。 （曾秦）

1月 12日至 19日———

贵州铁路增开 12趟列车

1月 13 日、15 日———

贵阳16个区域

停气

贵阳市生态委通报———

去年环保投诉

收到 6千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