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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文 体

桃花笑 春风暖
□ 耿艳菊

天气好，去图书馆。车上人多，
挤挤的。我站在一个女子旁边，她坐
在靠窗户的第二个位置。这女子有
趣，一直对着窗外笑嘻嘻的。外面有
什么好看好玩的呢？除了车流，行
人，就是楼群房屋了。

我打量这女子，有四五十岁了吧。
白色的平底鞋，黑色的裤子，咖啡色的
外套。衣着看起来很是素淡，却因为
脖颈间系的一条桃花粉的纱巾而显得
格外明丽。桃花粉的纱巾在右肩上挽
成了一朵花的模样，煞是好看。

车到一站，这女子突然站起来，
说：“桃花开了，先不去城北了。我要
下车，回转去再看看那两株路边盛开
的桃花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作
了个重大决定，哪怕对着一车陌生的
人，也值得宣布一下。

女子的突兀惊动了车上的人，大家
纷纷看向她。她有些羞了，脸微微红，走
向车门，肩上的桃花粉俏丽极了。

桃花笑，春风暖。暖风吹漾一池
心水，让人忘记俗世，忘记年龄，忘
记身外的条条框框，回到少年时的纯
真和洒脱。

沉闷的车厢很快活跃起来，有人
笑着说，原来桃花已经开了呀！有人
笑着接上去，又有人接上去说桃花的
事。大家甭管认识不认识，热热闹闹
聊着，一车春天的好心情。

借完书出来，站在图书馆的院子
里是中午时分，阳光明亮温暖，令人
心情大好。想到一句话：决不辜负春
天。看这院子里的光景盎然，也真没
辜负春日的温情脉脉。

进院门道路的两旁是玉兰花树，
白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大花朵，昂
首挺胸，开得恣意潇洒。

往左手边去，有三棵古老的银杏
树。之前，我只知银杏树在秋天很好
看，而今才发现在春天也很好看，像
一棵含苞待放的花树。暗玫红色的小
花苞娇俏可爱，密密地缀在银杏枝条
上。仔细看，那花苞其实不是花，而
是银杏的小叶片。

银杏树下有长椅，我想着也要决
不辜负春天，便在长椅上坐下来，静
赏春光。

对面是草坪，草坪里有棵叫不出
名字的树。那树却十分热闹，有鸟儿
在枝上谈天说笑清唱。

静坐的时刻，竟以为世外桃源，
不忍离去。

旁边的银杏树下，不知何时来了
个女孩，站在那里读诗。鸟鸣声里我
听见女孩柔柔的声音，是崔护的《题
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
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
依旧笑春风。”

女孩十七八岁的模样，灼灼其华的

年纪。也许是春光好，听到这首诗，竟不
觉伤感。桃花依旧笑，春风是暖的。愿
人间不要有“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故事。

回家时已是下午了。下了车，去
站台旁边的烧饼铺买烧饼。卖烧饼的
老夫妇总是忙得脚不沾地，这会儿却
有闲情站在那里，向对面张望着什
么，脸上笑眯眯的。我叫了他们几
声，他们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们是在看桃花啊！我顺着
他们指的方向看过去，在对面公交总
站的院墙外，果然有两株桃花树开得
灼灼然。

桃花树就在马路边上，整天面对
着车辆人群，尘土飞扬。它们却最先
给了人间一抹亮色。

我突然想起去时遇到的那个要下
车折回去看桃花的女子，她要看的桃
花就是它们吧！公园里的桃花还未
开，而这路边随意生长的桃树倒先露
了笑颜，真是温暖有趣的事。

卖烧饼的夫妇笑盈盈，格外热心
周到。桌上明明有烧饼，他们不拿给
我，而是从炉子里取出现烤好的。热
烧饼好吃啊。怕烫着我，又给我贴心
地装了一个袋。

不管是不是借了桃花笑的光，总
之，吹在脸上的风是暖的，人的心也
是暖的。春天呀，就是让人觉得美
好。心情好了，做起事来也不同。

三月的麦地
——怀念海子

□ 陈平

今夜我们像情人一样依偎
想你
想所有为了真淳活着与死去的人们

复活的那一天必定是用火的日子
胚芽上必定会留下创始的黑灰
我向田野深处走去
又遇见那么多母亲、爱人和钟声

怀乡的大吕不敲自鸣
怀乡的男人忧郁成性
当太阳徐徐降落
你走向最远处栈桥上不灭的光
丰收后的荒凉大地，黑暗从你内部上升
太阳在你影子处弯曲
痛苦一刀刀砍下来
你终于把自己放倒，交给了月光之前

像一棵树在四月的山上开满杜鹃
你是自己的花朵，泪眼朦胧中
我看见你以最舒服的姿势
躺在家乡，亲人，和所有春天的麦地
收拢翅膀
风，云，月亮睡在你的双肩
所有的手指头，都保持指向光

三十年了
我们在你的文字间徘徊游荡
朗朗月光下
捧着一颗蒙尘既久，而终无蔽的心
无处安放

各有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5〕
72号）、《关于印发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粤财社
〔2017〕51号）和《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广
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开展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年审征收工作的通知》
（粤残联〔2018〕32号）等文件规定。现就按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年审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含中央、省、境
外驻湛单位）等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
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二、申报时间：
（一）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每

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需要进行申报年审，
审核确认已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未在规定
时限申报年审的用人单位，均视为未安排
残疾人就业。并于每年 8月 1日至 11月 30
日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

（二）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
无需申报年审。每年 8月 1日至 11月 30日
向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保障金。

三、申报年审方式
（一）网上申报
登录“广东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年审电子政务系统”（wsns.gddpf.org.cn）进
行办理;

网上申报年审具体操作步骤:
1、点击“省厅用户登录”，未注册广东

政务服务网的实名单位用户，请按“广东省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登录”界面进行“立即注
册”；如己注册广东政务网实名用户，通过

广东政务服务网帐号登录系统;
2、点击年审申报，打开“申报残疾人职

工”，选择“2019”进入申报界面；
3、核对用人单位信息，如有变更，在对

应位置如实申报填写相关信息“确认”；无
需更改的，直接点击“确认”。（注：带*为必
填项）

4、点击“导入上年度残疾人职工或添
加残疾人职工”信息，完整录入所有残疾人
职工信息；【注：(1)、未显示“导入上年度残
疾人职工”按钮，则表示上年度未安排残疾
人职工，点击“添加残疾人职工”逐一添加
残疾人职工信息。(2)、如实完整录入残疾
人职工信息后，点击“社保接口验证”。(3)、
参保月份显示绿色，未参保月份显示红色，
若验证后系统显示参保情况与实际参保月
不符，点击不符合月份切换状态，并“上传
社保证明”（此残疾人职工2018年实际参保
信息证明，如是公务员，则上传工作证或医
疗证）。(4)、有安置残疾军人职工的用人单
位，请选择“残疾人证类型“为”残疾人军人
证”，并上传“残疾军人证”扫描件。】

5、对系统生成的《用人单位残疾人职
工登记表》进行核实确认；

6、按照用人单位申报信息，系统根据
《粤财社（2017）51号》实施办法标准自动计
算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数；（注：用
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1至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
人证》（1至 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 2
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7、确认无误后，点击“申报”；
8、申报通过后，需由后台工作人员进

行审核，1-2个工作日出审核结果，在系统
首页的右上角（待办事项小图标）点击进入
查看结果；

9、打开右上角“待办事项”，显示待办

事项列表，查看“年审申报己通过复核”事
项，系统显示《年审审核确认书》，点击下方
的“确认”，申报年审完成（如用人单位需存
档，点击“打印”生成《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
就业情况审核确认书》）。

10、申报成功后，无论单位申报年审是
否达标，请在规定时间内（8月1日至11月30
日）自行到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保障
金。

（二）上门申报
己安排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应在每年

6月 30日前如实向所在地市或县级残疾人
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
人就业人数。所在地未设立残疾人就业服
务机构的，直接向县级残联申报。

（三）申报年审需要提供的信息资料
1、网上申报年审，需要录入系统的信

息包括：《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
报表》（附件 1）和《用人单位残疾人职工登
记表》（附件2）。

2、门前申报年审，需要提供的资料包
括：《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
表》（附件 1）、《用人单位残疾人职工登记
表》（附件2）和用人单位为残疾人职工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有效凭证等材料。如果
网上申报年审时，对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有异议或不能成功读取数据时，用人单位
需要按门前申报年审。

四、湛江各县（市、区）已安排残疾人就
业用人单位申报年审服务部门电话及地
址：

(一)、湛江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电话：3324278
地址：湛江市赤坎区海北路20号
(二)、湛江市霞山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

务所 电话：2173392
地址：湛江市霞山区解放西路22号

(三)、湛江市赤坎区残疾人联合会
电话：8208036 8208035
地址：湛江市赤坎区百姓路 1号六楼 609

室
(四)、湛江市麻章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

务所 电话：2733242 2733150
地址：湛江市麻章区政通东路政府大

楼一楼
(五)、湛江市坡头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

务所 电话：3950342 3944838
地址：湛江市坡头区南调路区教育局

旧办公楼一楼
(六)、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残疾人联

合会 电话：2961336 2963129
地址：湛江市东海岛东山镇湛林西路

原计生站一楼
(七)、廉江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电话：6683000
地址：廉江市人民大道东路一横巷35号
(八)、吴川市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电话：5583783
地址：吴川市工业二路6号市残联五楼
(九)、遂溪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电话：7763798
地址：遂溪县遂城人民路30号一楼
(十)、雷州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所
电话：8885598
地址：雷州市西湖街道办许宅路口桥

头雷州市残联六楼
(十一)、徐闻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电话：4865096
地址：徐闻县徐海路155号（海关东侧）
年审文件下载网址：
湛江市残疾人联合会（http://www.

gdzjcl.org.cn）
湛江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9年3月1日

关于开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的通知
湛残联[2019]1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