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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4点过，一群孩子便陆
续涌入凌家坝社区居委会，位于居
委会3楼的房间，是专门针对社区孩
子们设立的“儿童服务站”。每周一
到周四，社区的孩子们下午放学后
结伴来到儿童服务站，围坐在塑料
桌旁一起写作业。周六的下午，志愿
者则会带着他们开展一些兴趣爱好
活动或是安全教育课。

这里是四川阆中的首家社区儿
童服务站，目前已经试运行4周。儿
童服务站负责人告诉记者，服务站
主要为社区单亲、低收入、留守、外
来务工人员家庭儿童及困难家庭儿
童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缓解其
因监护人缺失导致的安全、心理、健
康和文化学习方面的问题。

一群孩子放学后
去“儿童服务站”写作业

3月18日，一个普通的周一下
午，时间还不到4点10分。位于凌家
坝社区居委会附近的小学放学，住
在附近的孩子走出校门后并未直接
回家，而是来到儿童服务站。孩子们
依次在签到册上签字，然后找个空
位置坐下来，坐在彩色塑料凳上写
家庭作业，家长们则在居委会二楼
的休息室聊天等待。

凌家坝社区位于阆中市城郊，整

个社区有居民1800人左右，其中孩童
有一两百人。“我们这里以前就是农
村，很多孩子父母都是在外面打工，
绝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孩子。”凌家
坝社区居委会书记凌元翔告诉记者，
爷爷奶奶照顾孩子，平时照管孩子吃
穿用度自然不难，但对于辅导孩子学
习这事儿，因为文化程度差异，老一
辈人根本摸不着头脑。

去年底，阆中当地的知行公益
协会负责人罗佳明找到凌元翔，协
调居委会能否提供一块为社区孩子
们建立儿童服务站的场地，凌元翔
几乎没有过多考虑就应了下来。

“为社区的孩子建立儿童服务
站，志愿者们免费辅导孩子们做作
业，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事情。”作为阆
中当地首家社区儿童服务站，“凌家
坝社区儿童服务站”在凌家坝社区正
式敲定。罗佳明说，当初之所以选择
凌家坝社区，是因为这里地处城乡结
合部，年轻人在外打工，留守儿童的
问题也相对比较突出。据悉，凌家坝
社区儿童服务站的成立得到了壹基
金、阆中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

4周前，“凌家坝社区儿童服务站”
试运行时，前来的孩子只有稀稀拉拉
几个，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40多
个。顾丹丹是阆中知行公益协会的志
愿者，现在她是“凌家坝社区儿童服务

站”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很多孩子都
是听其他孩子介绍后过来的。”

从周一到周四，孩子们每天放
学后到儿童服务站主要是做作业，
服务站的志愿者则为孩子们免费辅
导检查作业。周六的上午，孩子们也
可以带着书本到儿童服务站来做功
课，下午，志愿者会组织孩子们参加
活动，给孩子们上兴趣课，抑或是一

堂安全教育课。

“我们不是孩子们的老师，
只是他们的朋友”

儿童服务站试运行之后，附近某
校的一名3年级女孩小洁（化名）成了
儿童服务站的常客，每天都会由奶奶
陪同到服务站来写作业。顾丹丹说，
小洁的父母均在外打工，平时跟随爷

爷奶奶生活，奶奶文化程度不高，不
能辅导小洁做作业，但是每次得知小
洁作业未完成之后，小洁都免不了受
到奶奶的一顿棍棒教育。

顾丹丹说，小洁的自控力不好，
写作业时贪玩，有时候甚至会影响
周边其他孩子写作业。“这个女孩可
能就是经常挨打，生活在对奶奶的
一种恐惧中。”顾丹丹和同事经常
给小洁奶奶做思想工作，希望她改
变对小洁的教育方式，“现在应该好
些了”。

有家长提议，为顾丹丹准备一
根棍子，这样以后哪个孩子不好好
写作业，“顾老师”可以老师的名义
用棍子吓唬他们。顾丹丹跟家长们
解释，“我们和孩子们交朋友，他们
什么都会跟我们说，但如果我拿一
根棒在手里，他们可能什么都不愿
意跟我说了，我们怎么去走进他们
的内心，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

顾丹丹说，下一步，“儿童服务
站”将通过丰富的特色活动和主题
活动，增长孩子们的见识，提供心理
陪伴，促进其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发
展；引导社会理解和认同儿童，打造
卫生、安全、健康、友好的儿童成长
空间，促进社区儿童健康成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图据受访者）

成都自创项目/
▶消防百米障碍（偏消防员职业

属性的项目，所有报名运动员均可
参加）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3日
场馆场地：天府消防大队（成都

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红星路南延线
100号）

项目介绍：消防员障碍赛赛道
总共100米长，且含有障碍和任务。
要求参赛选手身着灭火服上衣和头
盔越过障碍和完成一系列与灭火相
关的任务。

个人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
▶半程马拉松
赛程时间：2019年8月9日
场馆场地：都江堰市青城山景

区入口至熊猫基地沿路线段（成都
市都江堰市青城山前山景区新山门
（起终点））

项目介绍：赛道应采用国际田
联（或国家/州田联附属机构）在大
多数大城市里认证的赛道。

团体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
▶龙舟
赛程时间：2019年8月9日
场馆场地：铁三国际赛事中心

（成都市金堂县官仓镇）
项目介绍：10人组参赛队伍将

包括划手八至十人，再加每艘船上
必需的鼓手1人和舵手1人。一个10
人组参赛队伍可由多达十五人组
成，包括划手十人、鼓手和舵手各一
人以及替补划手两人。团队还可以
有一名宣过誓的、不参加比赛的教
练。20人组参赛队伍将包括划手十
六至二十人，再加每艘船上必需的

鼓手1人和舵手1人。一个20人组参
赛队伍可由多达二十七人组成，包
括划手二十人、鼓手和舵手各一人
以及替补划手四人。团队还可以有
一名宣过誓的、不参加比赛的教练。

可看性强的项目/
▶最强生存者
赛程时间：2019年8月9日至8月

12日
场馆场地：双流体育中心（成都

市双流区白河路延伸段体育中心）
项目介绍：最强生存者（TCA）

是一个持续4天的比赛。前3天是个
人比赛（TCA）。第4天是“最强混双”
和“最强4人赛”。

包括：5公里长跑、铅球、100米
短跑、100米游泳、20英尺绳索攀爬、
卧推、引体向上、障碍赛。

▶室内划艇
赛程时间：2019年8月9日至8月

11日
场馆场地：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880号）
▶拳击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2日至8

月16日
场馆场地：五粮液成都演艺中

心（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77号）

项目介绍：比赛将按照拳击比
赛公认的（AIBA技术规则和竞赛规
则）业余比赛规则和流程进行。

偏警察职业属性的项目/
（所有报名运动员均可参加）：
·警察手枪实用射击（PAP）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0日至8

月12日

场馆场地：成都“战训合一”警
察训练基地（成都市龙泉驿区大洪
十路附近）

项目介绍：测试个人的射击技
术及能力，按照国际实用射击联合
会规则进行比赛。

▶警用摩托车技能赛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4日至8

月15日
场馆场地：环球中心（成都市高

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00号）
项目介绍：根据不同的比赛项

目，参赛选手通过最快速度或最慢速
度的骑行展示其摩托车驾驶技巧。

▶警察手枪战斗射击（PPC）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3日至8

月15日
场馆场地：成都“战训合一”警

察训练基地（成都市龙泉驿区大洪
十路附近）

项目介绍：根据国家步枪协会
的规则和条例进行比赛。

▶警察两项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6日至8

月17日
场馆场地：成都“战训合一”警

察训练基地（成都市龙泉驿区大洪
十路附近）

项目介绍：该项运动结合了两
个项目：手枪射击和越野赛跑。第
一段比赛一英里跑；2。第二段比
赛12发无支撑站立式射击；第三
段比赛一英里跑；第四段比赛12
发无支撑站立式射击；第五段比
赛一英里跑结束。全程3英里跑步
和24发射击。

偏消防员职业属性的项目/
（所有报名运动员均可参加）：
▶楼梯竞速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6日
场馆场地：成都银泰中心（成都

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199号）
项目介绍：参赛选手从比赛起

点登楼直至终点，耗时最短者获胜。
▶极限消防员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0日至8

月11日。
场馆场地：天府消防大队（成都

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红星路南延线
100号）

项目介绍：项目将耗时2至3
天。其中，第一天或前两天将进行
个人赛，第二天或第三天将进行团
体赛。

▶召集
赛程时间：2019年8月14日
场馆场地：桂溪生态公园西区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一街）
项目介绍：发令员发令后，一支

由6人（5人拉车、1人携带带有斧鞘
的斧头和水枪）组成的队伍向前
跑，跑至100m消防栓处（此区域会
标记）。两名队员丢掉水带，水带的
一头连接消防栓，其他队员继续将
水带车再拉30m至水枪线处。与此
同时，携带斧头和水枪的选手，放下
水枪并继续向前跑至目标区将斧头
嵌入木块。其余2人连接水枪和水
带。剩余选手需使水带车完全停止
在赛道上方可帮助队友。当水到达
水枪时，两名队员将水枪对准距其
15m处的模拟火焰，目标被击倒后，
计时结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
扩大重点领域混改试点范围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宁吉喆24日说，要扩大重点领域
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深入推进
电力、油气、铁路领域改革，自然垄断
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
开，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

宁吉喆当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9年年会上说，要按照竞争中性原
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
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平等对待包
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所有
制企业。推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
面实施，建立健全清单动态调整机制，
不断完善清单信息公开机制，推动“非
禁即入”原则和政策普遍落实。

谈及培育国内市场，宁吉喆说，要
研究制定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进
一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制定出台促
进汽车、家电等热点商品消费的措施。
加快旅游、文化、健康、体育、教育、育
幼、养老、家政等服务业发展，释放服
务消费新潜力。

在外商投资方面，宁吉喆说，将进
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保护外
资合法权益。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
业、服务业开放，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
资独资经营。

第十三届酒博会开幕
泸州被授予“中国酒城”称号

3月24日上午，第十三届中国国际
酒业博览会在泸州开幕，本届酒博会
将于27日闭幕。本届酒博会以“举杯中
国·品味世界”为主题，由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重点支持，由中国酒业协会主
办，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商
务厅、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四川省经济
合作局、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

本届“酒博会”展览总面积超过8
万平方米，共设5个专业展馆。共安排
重大活动和专项活动26项，较去年增
加8项，包括开幕式、意大利开馆仪式
及意大利活动周、中国（四川）自贸试
验区川南临港片区投资贸易洽谈会暨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中国国际酒业论
坛、2018年度酒类新产品“青酌奖”颁
奖活动、酒城论剑·品酒争霸“全国品
酒师大赛、”酒城论剑·品酒争霸“民间
好舌头大赛、酒类包装设计创意大赛、
新品发布及产销对接大会、2019全国
酒类标准化峰会等。

酒博会期间，泸州市举行中国（四
川）自贸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投资贸
易洽谈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共邀
请绿地集团、AON（怡安集团）、中国
四川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瑞士银行、中
金香港证券等境内外150多家知名企
业代表，集中签约36个项目，总投资
331.1亿。

据了解，酒博会是经国家商务部
批准举办的唯一国际酒类专业展览
会，自2007年起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
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自2014年永
久落户泸州，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

在酒博会开幕式上，泸州被授予
“中国酒城”称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杜同和秘书长宣读“中国酒城”命名文
件，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为
泸州市授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财政部部长刘昆：
5月起下调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
24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
年会上说，我国将从2019年5月1日起
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
比例，各地可从20%降到16%，切实减
轻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今年我国预计减轻企业税收和社
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力度明显超过
去年。刘昆在论坛上说，将尽快出台相
关政策方案，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
切实让市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
显减负感受。

对于降费，他表示，除了下调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还
将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
险费率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
稳岗和社保补贴力度，通过这些措施
切实减轻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对于减税，他说，今年通过普惠性
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
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切实增强
企业的获得感。

其中针对制造业，4月1日起将实施
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包括将制造业等
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到13%等。刘昆
说，目前增值税降低税率的具体办法已
经公布，下一步将继续朝着推进税率三
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针对小微企业，刘昆介绍，今年1
月出台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
策，放宽了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涉及企
业1798万户，占全部纳税企业总数的
95%以上，其中98%是民营企业；此外
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提高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并对资源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部分地方税
种实行减半征收等政策。

阆中首家社区儿童服务站试运行

每天为孩子免费辅导家庭作业
这个社区儿童服务站很“赞”

筹委办竞赛组组长为您推荐

世警会世警会
哪些项目哪些项目
最有看头最有看头？？

■个人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半程马拉松
■团体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龙舟
■可看性强的项目——最强生存者/室内划艇/拳击
■对警察感兴趣的可以看——警察手枪实用射击/警用摩托车技能赛/警察手枪战斗射击
■对消防员感兴趣的可以看——楼梯竞速/极限消防员

8月8日至8月18日，
2019世警会将在天府之国
成都举行，来自全球的警
察和消防员将会齐聚成都
九大赛区，感受这座有
4000多年历史的城市。

届时，56个参赛项目
将迎来数千名运动员选手
广泛参与。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对话2019成都世
警会筹委会办公室竞赛组
组长何刚，由何刚来推荐
——2019世警会哪个项目
参与人数最多，哪个项目
又是专为本届世警会设立
的？哪些项目具备强烈的
观赏性更“好看”？

何刚透露，目前，世警
会场地的预备工作已基本
完成，个别场馆需要调整
和改建，预计6月初可以全
部改造完。

成都消防在2017年世警会上进行极限消防员项目比赛

参赛的成都警察

孩子们的手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