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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今日女报》的
稿酬。因各种原因，本报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
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0731-82333623）。

■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亚莉）  随着个人中高端客户
及其家庭成员对现金管理的需
求越来越强烈，近期，中国建
设银行从客户需求出发，在国内
同业中率先向市场推出了“金管
家”—个人客户（家庭）现金
管理综合服务。

该服务能将客户本人及其
家庭成员名下的不同账户及不
同用途的流动性资金进行归集
整合，具体包括综合账户管理、
资金归集、资金划转、日常管家、
现金增利、交易补款、专款预留、
综合账单八大功能。

该服务突破了单一账户的
视图，按照客户及其家庭的维

度统一管理短期流动资金；突
破了单一产品的限制，整合了转
账、支付、理财等多种服务手段；
改变了客户自主触发的交易模
式，通过客户设定条件、系统自
动发起，节约了客户办理业务耗
费的时间。通过个人现金管理
服务，让家庭财务管理更智能、
更快捷、更方便。

郑女士是一名家庭主妇，
家里的财务管理和日常开支都是
她来打理，平常喜欢购物。但
她本人、丈夫和儿子的信用卡都
是分别还款，而且房贷、基金
定投也是每月扣款，还有水电
煤气费等日常缴费等等，经常出
现忘记还款或绑定账户资金不

够的情况，每月定期跑银行或
者到网上转账觉得很麻烦。“现
在好多了，个人客户（家庭）现
金管理让我再也不用整天跑上
跑下，资金划转设定到每月水电
煤气等日常缴费的金额，让我还
款更加轻松，而且还可随时知
道自己帐户的变动结余情况。”
郑女士不无自得的说道。

建行首推“金管家”
——个人客户（家庭）现金管理服务

“唐支书”的“干部经”
文 / 通讯员 王威群
在娄底市双峰县沙塘乡白

石村村部，鲜红的选举通知还
张贴在村务公开栏上。

“嗬嗬，除了没给自己投票
还有两位党员画错了位置，我又
被大家选上了。”4月10 日，刚
刚通过换届选举的白石村党支
部书记康校林笑着说。洪亮的
声音，笔直的腰杆，谁也看不出
这是一位 72 岁并患肺癌 4 年的
老人。

“大家都在唐支书手里‘讨
了光’，尽管不忍心，但选上别
人我们不放心。”村里五十多岁
的“单身汉”王效红刚把 1200
元购买猪仔的钱放到了唐效林
的手里。

白石村位于双峰县境内黄
巢山脉，是该县海拔最高的地
区之一，全村共 1061人，贫困
户就有130 多户，属省级贫困村。
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年老者
不适合山区耕作，老唐经过多
方考察，确定了生态养殖的路子，
引进宁乡花猪产业，发动在家的
村民喂“潲猪”。

为了保证养殖户的利益，老
唐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为
大家代购代销。今年以来，生
猪价格持续走低，送到屠宰户
手中的猪肉价格往往只在每斤 5
元左右，而通过老唐的介绍直
接卖到顾客手中，每斤的价格都
达到了9 元。

发展养殖业，其实还有一
个秘密。老唐说，由于村里的
贫困户多，思想不统一，“坐等靠”
的想法很严重，老唐就在村里

放出了风声：“猪都不喂，还想
评什么低保？”老唐收取贫困户
的订金后，为他们送去了猪仔，
还达成了口头承诺：只要他们
按标准喂养，不仅帮助他们销售，
还会把订金返还。唯一的要求
就是生了小猪后，送上一头给其
他贫困户，实施滚动帮扶。

老唐“滚动帮扶”的理念
帮助许多村民解决了一家子的困
难，近三年来，村里贫困户每
年喂养的生猪达到了400 多头，
村民年均获利由几千元到数万
元不等。

36 岁的阳贤成谈到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变化时感慨万千。在
深圳打工期间，他失去了左臂，
回乡后无所事事，常常跟着其
他村的残疾人上访。老唐来到
他家做工作时，送了两只猪仔和
两只羊，鼓励他发展生态养殖。
5 年来，阳贤成养猪发展到存栏
生猪七十多头，每年获利 4万
元以上，还娶上了媳妇，生了两
个小孩。他的变化成了老唐“现
身说法”的教材，他常常对一
些贫困户说：“难道你们还比不
上一位残疾人？”

老唐常说：“管理一个村就
像管理一个企业，干部们不比
工资比工作。”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老唐主动离职后赴外地
经办企业，6 年时间就有了百多
万元的积蓄。是村民的热情邀
请让他返回了家乡。他担任村支
书后，在村里实行了层级管理，
村民的事交给村民小组长解决，
弄不好再到他这里来解决，只
要说得有理，老唐会亲自出马，

不需要村民“越级上报”。乡里
的领导评价白石村真正实现了村
民自治，可村干部却说，工作做
了不少，但工资却是全乡最低。

两年前，老唐家从山上搬
到了山下，可他每天都要沿着 6
公里的水泥路去山里的各家各
户走走。对于这条路，老唐的
心里很有一番成就感。2007 年，
他开始发动村民修路，投资近
百万元的水泥路，只向村民筹
款 6.8万元，其他的钱都是通过
他向社会各界争取的资金，实
在找不到钱了，他就以个人的名
义打下欠条。7 年来，他组织硬
化一百四十了多口山塘，修复了
14 公里机耕道，重新修缮了村
上的小学，还大力发展养殖和
油茶林产业，投入基础建设资
金达二百多万元。

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好
处是实在的，二十多栋崭新的
楼房拔地而起，三十多名山里的
大龄青年娶上了媳妇，更重要
的是，奠定了全村人发展的信心。

“我不怕死，但我不知道还
能干多久。”采访即将结束时，
老唐留下了稍许遗憾。四年来，
老唐一直在服药，尽管在村民们
的心目中依然是一副精气十足的
模样，但老唐在去年的党员冬
训上，还是提出了辞呈。家里人
一直反对老唐连任，还给村民
们做工作，可大伙依然把他留在
村支书的岗位上。

“年轻有为的干部上不来，
怎么带动村里的持续发展？”老
唐决定，把培养“接班人”当成
今年工作的重头戏。

湖南打击恶意欠薪，为工人讨薪 1.2 亿多元——

“老赖”拖工资，民警来“讨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诗

韵 实习生 刘浩 通讯员 王悦）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可生活中，因拖
欠工资而酿成的惨剧时有发生。为
了打击恶意欠薪，湖南民警也加入
了“讨债”的队伍。4 月 11 日，记
者从湖南省公安厅召开的“全省公
安机关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3 年
全省公安机关共查处 1852 起欠薪案
件，为 47.99 万名农民工挽回 1.2 亿
多元劳动报酬。

“拖欠个人工资三个月、金额超
过6000元，以及拖欠10人以上工资、
金额累积 4 万元，就可以到公安机
关进行立案侦查。”长沙市公安局治

安支队办案民警谭斌介绍，目前，
全省公安机关已经通过电视、电台、
报纸等媒体加大了宣传力度，市民
也可以通过全省公布的 126 个举报
电话、举报信箱和电子邮件等方式
寻求帮助。

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谭和平提
醒，市民若遭遇拖欠工资且双方当事
人协商不成，可以考虑请求政府和有
关行政部门出面处理。如果对方出
现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
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
付而拒绝支付，或将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大幕即将开启

冰河世纪：
从一头象看地球生命演变

它是跟恐龙一样有名的“史前巨
兽”，却在一万年前陆续从地球上失
去身影。它就是生活在冰河世纪的
猛犸象，如今它“穿越”万年时空
为你而来。

5月15日至 20 日，全球保存最
完好的猛犸象化石将从俄罗斯直抵
第二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
览会，届时大家可亲临现场，与猛
犸象亲密接触。

猛犸象生活于 11000 千年前，
曾生活于欧亚大陆及北美洲北部的
寒冷地区，身强体壮，有粗壮的腿，
脚生四趾，头特别大，在其嘴部长
出一对弯曲的大门牙。一头成熟的
猛犸象，身长达 5 米，体高约 3 米，
与亚洲象相近，门齿长 1.5 米左右，
体重可达 6 至 8 吨。

猛犸象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象，
与恐龙并列为冰河世纪两大最具震
撼力的稀有动物。由于地球变暖、
人类捕杀、近亲繁殖等原因，地球
上最后一只猛犸象大约于公元前
2000 年灭绝，因此，猛犸象化石成
为全球顶级参观珍品。

化石专家介绍，化石指经过石
化而形成的并保存在各地质历史时
期岩层中的生物遗体和遗迹，其形
成过程主要包括生物的诞生、死亡、
埋藏和石化四个阶段。化石是地球
历史的见证，从俄罗斯猛犸象化石身
上，可以探索到冰河世纪时期生活
环境、物种、气候条件等方面的情况。

猛犸象化石出土最多的地方是
在北极圈附近。阿拉斯加的爱斯基

摩人用猛犸象象牙做屋门，北冰洋
沿岸俄罗斯领海中有一个小岛，岛
上的猛犸象残骸遍地都是。这些残
骸是冰块流动时从岸边泥土中带出
的，堆积到了这个小岛上。由于猛犸
象绝灭不过一万年的时间，而在自然
界中化石的形成需要 2．5万年，所
以猛犸象的化石都是半石化的，像
中药里的“龙骨”一样，也是可以用
来做药的。

据悉，第一届中国（长沙）国际
矿物宝石博览会展出的一件完整始
祖鸟化石赢得社会广泛叫好。第二
届博览会上，与俄罗斯猛犸象化石
一同展出的可能还有澳大利亚国宝
级欧泊化蛇颈龙化石、国内四大化
石产地特展。全球最优质的宝石出
产地缅甸抹谷产的重达 1700 克拉的
红宝石“抹谷之王”，逾 1000 斤重
的惊世孔雀石蓝铜矿，也将在第二
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
上震撼登场。

此外，现场还将有寻找三叶虫
化石、现场淘金体验、开紫晶洞等
趣味科普活动，让观展者对矿物晶
体、化石等有更直观的认识。博览
会旨在通过这些好看好玩的活动形
式，让自然遗产鲜活起来，不断向
全社会普及科学理性，启迪人们对
自然的认知。

科普战略合作伙伴：为民网

想要参观第二届中国（长沙）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可拔打票务

热线：073196360。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刘
剑 陈玉兰 李跃文）4月 6日，湖南
省隆回县滩头镇少年宫的邓红华
老师为学生进行舞蹈辅导。为给留
守儿童一个活动场所，该镇利用原
隆回四中的礼堂建起少年宫，开支
二十多万元，购买相关设备，聘请
相关特长教师及社会志愿者，利用
休息时间对孩子们进行棋类、书法、
手工制作、科技制作、美术等辅导，
2013 年被评为市优秀单位。

滩头镇
给留守儿童建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