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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宁娟

云南傣乡巾帼康养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杨雅婷坚持带领团队，把“贴心、
放心、安心”的服务送进千家万户，赢得客户
的尊重和信任。

一则招聘保姆的小广告让杨雅婷萌生
了开办家政公司的念头。2013年，在家人

的支持下，西双版纳七彩乐居家政服务公司
正式开门营业，但开门月余，无人问津。杨
雅婷说：“当时，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
天站在门口期待顾客上门。等待很煎熬，但
我并没有失去信心，因为我坚信苍天不负有
心人。”在“六一”儿童节那天，杨雅婷终于迎
来了第一个客户。进门咨询的是一名孕妇，
话没有说完就蹲下身捂着肚子喊疼。杨雅

婷急忙让孕妇躺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
话。救护车还未赶到，一个新生命就呱呱落
地。这名孕妇出院那天，不仅亲自上门感
谢，还请杨雅婷做月嫂。面对公司接到的第
一个订单，杨雅婷既喜出望外又忐忑不安，
因为她没有护理产妇和婴儿的经验。“接下
单子，边学边做，有志者事竟成。”丈夫的一
句话让杨雅婷充满信心。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2017年，杨
雅婷注册成立了西双版纳傣乡巾帼家政服
务有限公司，致力于把“傣乡巾帼”打造成全
州乃至全省、全国的家政品牌。

事业小有成就后，杨雅婷依然拥有一
颗晶莹透亮的女儿心，温暖着很多老人。
一次，公司接了一个护理87岁老奶奶的单
子。派去的护工不到一小时就回来说：

“这活我做不了。”在了解到老奶奶的情况
后，杨雅婷立即带领护工到老人家。看到
躺在床上的老奶奶骨瘦如柴、蓬头垢面的
景况后，杨雅婷坚决地对护工说：“这是我
们的责任，不能对老奶奶不闻不问、不管
不顾。”她卷起袖子，带领护工清除房间里
的废旧杂物，收拾归置物品，烧水给老奶
奶擦洗身子、洗头、理发、换衣服，她的举
动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护工。一年后，老
奶奶对护工说，想见杨雅婷一面。当杨雅
婷赶到时，老奶奶颤抖着手从一个枕头套
里取出一本存折，请杨雅婷把钱取出来帮
她办理身后事。真诚的服务，杨雅婷走进
了客户心中。

公司从成立之初只有2名家政人员，发
展到如今拥有600多名家政服务员，服务家
庭万余户；从只有9平方米的经营场所，发
展到如今拥有7个分公司、18个养老院、6个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从当初的名不见经传
发展到如今的云南服务行业标准化示范单
位，杨雅婷用责任和爱心诠释着现代家政的
精神内涵，在市场竞争中勇立潮头。同时，
公司在西双版纳率先推行“双证”上岗制，服
务员必须取得“岗前培训证书”和人社部门
颁发的“初级家政服务员职业资格证书”方
能上岗。目前，公司已累计培训服务员
16480人，其中11900余人通过初、中、高级
职业技能资格鉴定，6758人成为具备高级
职业资格证书的家政人才。

杨雅婷在做好企业的同时不忘承担社
会责任，积极参与公建民营项目，累计服务
老人1000余人；无偿供养失联老人、承担生
活费用7.15万元；累计捐款8万余元用于资
助困难学生、捐赠学习用品、慰问特殊学校
学生；组织员工开展疫情防控捐赠活动，协
调中国老龄基金会、省青年企业家商会、州
女企业家协会等为敬老院捐赠食品、口罩、
消毒液等物资价值27.65万元，为打赢疫情
防控攻坚战贡献力量。

8年来，杨雅婷先后荣获西双版纳州三
八红旗手、中国新时代百杰女性创业人物、
全国“十大敬老楷模”、全国“敬老爱老助老
模范人物”、西双版纳州“雨林英才”、西双版
纳州“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

杨雅婷：真诚服务彰显傣乡巾帼风采

通讯员/唐绍君

勐腊县勐腊镇以党建为引领，从“小”处着
眼、“大”处谋篇，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治理新格局，打好“创文”攻坚战。

“小网格”托起“大民生”
采取“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模式，选优

配强11个大网格、129个中网格、765个小网
格的765名网格长、894名网格员，建立网格
员工作“一网格一档”管理机制，确保各网格
员职责明晰、目标明确，工作落实到位。同
时，将创建云南省文明城市工作纳入网格化
管理，完善工作制度机制，实现“纯翠勐腊·六
城联创”与民生服务“一网多用、一网统管”，
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定标准、定奖惩的“五
定”责任制，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
与的良好氛围。

“小支部”联建“大联盟”
勐腊镇社区党建联盟及4个社区大党委利

用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阵地，
推动联盟成员党组织党员下沉为群众服务，共
开展大党委活动25次，建立为民办实事清单
156件；结合“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双考核”，
根据党员年龄、身体状况、职务和工作特点
等，将党员进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小积
分”管好党员这支“大队伍”功能。目前，共
发布双报到活动 1480次，2315 名党员参与
活动，现场解决问题1598个。

“小口哨”汇聚“大合力”
推行“党建引领、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工

作机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完善设置的
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组建志愿团36个、服务
1904次，志愿者参与率100%；梳理热点诉求
57条，解决问题42个，认领完成“微心愿”29
个。在“创文”期间，城区4个社区划分出4个
大网格和200个小网格，发动16个党组织、动
员200余名党员干部成立宣传小分队，开展宣
传113人次，发放疫情防控宣传材料4万余份，
排查各类人员2.3万余人，服务帮助108人。

“小顾问”传递“大温暖”
为回应基层呼声，解决邻里纠纷和遗留问

题，勐腊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咨询工作
站”，统筹县直7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聚焦群众
需求，聘任22名社区民警、教师、律师、医生、调
解员和退休干部等专家骨干为顾问轮值坐班，
通过“线上咨询+线下办理”同步推进服务群众
的工作模式，开展法律服务、政策宣讲、健康咨
询、民生服务等活动，累计服务群众1万余人
次，开展“社区大讲堂”19期，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勐腊镇以“小”聚“大”
打好“创文”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罗桂华）近日，农业农村部
发布《关于公布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及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十亿
元镇和超亿元村名单的通知》，我州2个村入选
新一批示范村镇、超亿元村。

通知决定认定395个村镇为第十二批全国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99个镇为2022年全国
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十亿元镇、306个村为
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并予
以公示。其中，景洪市勐养镇曼纳庄村（青枣）
入选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名单；
勐海县布朗山乡班章村（茶叶）入选2022年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名单。

我州2个村入选
新一批示范村镇、超亿元村

本报讯（通讯员 黄露敏）近日，景洪市首个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挂牌成立，实现了知识
产权专业维权援助机构从无到有的突破，标志着
景洪市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迈上新台阶。

维权援助工作站的建立，可以提供知识产
权法律法规、纠纷处理和诉讼咨询、知识产权
维权宣传培训、知识产权法律状态查询、侵权
判定意见及企业知识产权布局规划建议等服
务。景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强化对知识产
权维权援助工作站的指导，不断完善工作站服
务功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维权和制度激励创
新的保障作用，为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
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近年来，景洪市知识产权拥有量稳
步增长，截至2022年末，商标有效注册量达
12369件，比2018年末增加8461件，年均增长
33.45%；发明专利有效量197个，比2018年末
增加84个，年均增长15.23%；每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3.06件，5年来年均增长11.78%。

景洪市首个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工作站挂牌

14日，勐腊县勐捧农场小红桥社区第7
居民组党支部，组织党员和职工群众维修林
间运胶道路，为胶工安全运送胶产品到收胶
站（点）提供保障。

通讯员 林松柏 罗莉红/摄

维修运胶道路

本报讯（记者 玉艳叫）近日，州社科联和勐海县格朗和乡
社会科学普及志愿服务队到格朗和乡帕沙新寨开展《云南省古
茶树保护条例》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宣讲员为村民讲解《云南省古茶树保护条例》
相关内容，普及古茶树保护知识，提高村民对古茶树的保护意

识，引导村民规范古茶树的管理和利用。
据悉，帕沙村有茶农500多户2400余人，有古茶园4000

多亩。近年来，帕沙村认真组织村民学习《云南省古茶树保护
条例》，处理好与生态环境、古茶树保护、村寨发展、村民利益
关系，人均年收入达3万余元。

宣 讲 活 动 进 村 寨

本报讯（通讯员 肖云荣）近日，全州党史
党性教育基地——车佛南宁澜民主联军根据
地遗址提升改造项目之一的红色传承馆顺利
完工，对车佛南宁澜民主联军的建立及其革命
活动、相关党史人物等进行展示。至此，我州
又新增一个向公众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

据悉，车佛南宁澜民主联军根据地遗址提
升改造项目另一项重要工程——车佛南宁澜
民主联军根据地纪念碑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中。

车佛南宁澜红色传承馆
完成布展

日前，勐腊县勐满农场润发社区党总支组织青年团员、巾帼志愿者对一居民小组石桌石凳进行彩绘亮化，提升人居
环境。 通讯员 黄顺成/摄

彩 绘 提 升 人 居 环 境

本报讯（通讯员 张劲松 黄俊
兵）近日，省林草局到勐腊县调研
林草跨境生态保护工作。

调研组一行围绕野生动植物
保护、森林草原防火和林草有害生
物防治等，就健全与周边国家的信
息共享、联合保护、联防联控等机
制，有效开展跨境保护，主动防范
和化解生物生态安全隐患等方面
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和座谈交流的
方式，对边境沿线森林跨境保护工
作进行调研。

调研组到磨憨镇磨憨村新民
村民小组边境防火检查卡点，向
值守护林员了解入山人员登记、
野外火源管理等情况。实地查看
边境沿线有害生物发生和防治情
况，听取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保
护项目汇报，就项目合作成效、工
作方法、建立联合保护机制等进
行座谈，询问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对今后深化项目合作、构建国际
平台、加强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
保护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还组
织召开亚洲象防控调研座谈会，
听取各相关部门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就亚洲象保护、建立联控体
系，亚洲象栖息地、食源地保护等
工作进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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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刘江云

勐海县教育体育局牢固树立围绕教育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的工作思路，聚焦

“三风”建设，推进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坚持以廉风大建设促思想大转变
县教育体育局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与各项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压
紧压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聚焦“纠四
风”“小切口”整治、疫情防控、党风廉政建设、
校风学风整顿，打造勐海县民族小学、打洛镇
小学等清廉学校2所，开展“小切口”整治行
动7次；全面开展全系统内财务清查工作；查
处违纪违规人员，在全县教育体育系统警示
大会上通报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教职工
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守好廉洁底线。

坚持以师风大整顿促教学大提质
成立6个教师队伍师德师风督导组，深

入各校（园）跟踪督导40余次；设立工作专班
1个，印发工作提醒7次；开展各类培训竞赛
350场次、警示教育活动50场次，组织3000
余人参加师德师风知识测试；加强对教职工
尤其是“八小时之外”教育、管理和监督，着
力整治违反师德师风行为。充分发挥榜样
的示范引领作用，表彰教育先进集体、优秀

校（园）长、班主任，弘扬崇高师德风尚。

坚持以作风大转变促效能大提升
稳步推进重点学校项目建设，不断优化

完善教育基础设施；深入贯彻落实党组织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组织党员干部和教职工
开展相关培训；落实一线工作法，深入全县
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推门听课”，扎实开展校
外培训机构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勐海县教育体育局聚焦“三风”建设 推进教育事业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赶四 周少飞 高怀松）近
日，勐腊县勐满镇进行了一场亚洲象与人的接
力救援，一头亚洲象被困近4个小时，成功脱困
后向救援人员“挥鼻”致意。

当天上午，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勐满边境
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亚洲象群在丛林嬉戏玩
耍时，其中一头不慎落入深水坑内无法脱困。民
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坠坑的大象正努力向坑外攀
爬，岸上的另一头亚洲象用鼻子卷，用脚蹬土，伸
脚给它的同伴，焦急地转来转去。但由于坑太
深，坑壁几乎垂直且湿滑，大象怎么也无法脱困。

救援人员一边疏散周边群众，一边派出无
人机进行观察。12时，水坑里的大象已经奄奄
一息。眼看大象无法自救脱困，多部门人员联
系就近挖掘机，在水坑旁挖出一个斜面，大象
顺利爬出水坑。此时，脱困的大象扬起鼻子，
仿佛向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据了解，被困亚洲象为成年象，脱困后已
平安返回自然保护区。

亚洲象与人的接力救援

记者 冯宁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