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0日讯（本报记者）今天，
国家教育统一考试环境综合治理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 省政府领
导立即要求， 全省各级有关部门特
别是教育考试部门一定要高度重
视， 深刻汲取今年研究生招生考试
泄题事件的教训， 集中力量查漏补
缺、严防死守，采取措施确保今年高
考等各类国家教育考试平安顺利 。
此次会议之后， 各有关部门要迅速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防范和打
击试题失密泄密、 高科技作弊等破

坏考试安全的行为， 切实维护考试
秩序和公平公正。

省教育厅和省教育考试院立即
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考试安全防范
措施作出专题部署。 一是进一步提
高对国家教育考试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 切实加强对考试安全工作的组
织和领导。 二是围绕试卷流转的各
个环节，进一步完善、细化和落实安
全保密措施，确保试卷的绝对安全。
三是全面加强教育和管理， 切实增
强全省教育考试工作人员遵纪守法

意识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四是严
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要求
各地、 各考点层层签订好组考工作
特别是安全保密工作责任状， 对涉
密等关键岗位人员的配置实行严格
的政审责任制， 由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 “一把手 ”审核把关 ，并对其进行
警示谈话。 五是改进组考工作措施，
继续加强和完善视频监控、 无线通
信屏蔽 、考场安检 、考生身份核验 、
网上巡查等现代技术手段， 严密防
范和打击各种考试违规行为。

本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罗伟

生育产假假期和待遇
最受关注

长沙的周女士从事设计工作 ，已
经怀孕6个月，她最关心的是产假时间
和待遇方面的规定变化。 现场，省总工
会职业律师团的宁律师告诉她 ，《规
定》 参照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公约关于
“妇女须有权享受不少于14周的产假”
的规定， 将生育产假假期延长至14周
（即98天）。 此外，如为晚婚晚育、在产
假期间领取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
的， 还能在此基础上不同程度的增加
假期。

宁律师提醒女职工，若怀孕7个月
以上， 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
者安排夜班劳动， 并应当在劳动时间
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生育津贴方面，《规定》 第八条提
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
经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用人单位上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
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
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
位支付。

如女职工怀孕后遭遇流产 ， 《规
定》明确了流产产假 ：怀孕未满4个月
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 ；怀孕满4个月
流产的，享受42天（6周）产假。

“女农民工也属于女职工范围。 ”
面对在东塘附近一个建筑工地上班的
刘女士的疑问， 省总工会副主席周乐
红笑着告诉她。 周乐红说，《规定》第二
条，明确“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 、
社会团体、 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
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及其女职工， 适用
本规定。 ”

孕期、哺乳期
劳动范围有禁忌

《规定》的附录中 ，对女职工在日
常、经期、孕期、哺乳期等4种情况下禁
忌从事的劳动范围， 作出了较为详细
的划分，操作性更强。

附录第三条是针对孕期的， 如有
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
作业，高处、冷水、低温、高温、噪声、高
压、高强度等情况下的作业，需要频繁
弯腰、攀高、下蹲的作业等 ，都在禁忌
从事的劳动范围内。

在咨询现场，上班族李女士今年计
划怀孕， 需要天天面对电脑的她认为，
电脑辐射虽然不至于成为孕期禁忌，但
用人单位应该予以照顾，作出调整。

用人单位应当制止“性骚扰”
此外，《规定》中的第十一条“在劳

动场所， 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
女职工的性骚扰”，也被众多女性朋友
热议。 有人提议，“性骚扰”的界定，还
需进一步明确与细化。

周乐红认为， 工作过程中的性骚
扰现象，常常让女职工敢怒不敢言，而
原《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也未涉及
这一方面。 这次条款中明确了用人单
位不仅应该预防， 还应该制止此类现
象，这是一种强制性规范。

她呼吁， 广大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一旦遭到侵害，可以依法投诉 、举报、
申诉， 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机构申请调解仲裁， 对仲裁裁决不服
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福利要落实，
重在加大监督管理

据介绍，本月是《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的宣传月，除了今天的现场
宣传咨询活动， 省总工会下一步将开
展一系列推广活动，如印发宣传资料，
举办学习《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的培训班， 从省到市州县逐级安排培
训。

周乐红称，新规中，用人单位作为
责任主体及其法律义务得到强化 ，法
律责任规定更加明确、细化。 规定施行
后， 最重要的还是要监督企事业单位
严格执行，保证政策的落实。 要进一步
加强女职工维权机制建设，注重将女职
工特殊保护内容纳入集体合同协商范
围，纳入女职工专项合同，切实提高女
职工维权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日前由国务院颁布并
实施。 5月10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大型宣传咨询活动在长沙
举办，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朋友前来咨询———

女职工权益得到“特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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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山”白银
在上期所成功上市

本报5月10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邓鑫）今天，湖南水口山
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白银期
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
上市，并夺得白银期货成交的第
一单。 这是该公司继去年3月铅
期货在上期所上市后的第二大
品牌。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铅锌冶炼为
主的企业，金银等希贵金属为副
产品 ，年产黄金1000公斤 ，白银
400吨。 “水口山”是一家有境外
期货交易资格的企业，很早就利
用境外期货交易来为公司的白
银保值。 2003年，“水口山”白银
在LBMA注册成功。 前不久，“水
口山”牌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

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注册
品牌之一，“水口山”白银期货上
市对提升白银品牌知名度，拓宽
销售渠道，规避价格风险将产生
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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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李先志

时令已过立夏，春茶采摘结束。
从全省来看，保靖的黄金茶、蓝山的
百叠岭银毫， 成为名优茶中的新亮
点。

蓝山县百叠岭茶场，被誉为“湘
南茶海”。 这里百岭簇拥如浪，群山
叠翠似海， 是全省最早采摘春茶的
地方。

据三峰茶业公司负责人雷沅传
介绍 ：“百叠岭茶场今年3月16日开
始采茶，共产‘明前茶’1.5吨、‘雨前
茶 ’11.6吨 ， 春茶产值预计 2500万
元。 ”

近3年，百叠岭名茶在全国和省
内茶博会上5次捧得金奖，成为继资
兴狗脑贡、 桂东玲珑茶之后的湘南
名茶“新贵”。

抓名茶，创名牌，带基地。 蓝山
县委、县政府倾力扶持，每年新扩和
改良茶园2万亩以上。 至 “十二五”
末， 全县有机茶园要达到6万亩，崛
起“湖南有机茶第一县”。

引领湘南名茶带
据省农业厅规划， 湘西武陵山

区、湘南南岭山区，是我省两大名优
绿茶产业带。

“武陵山区有古丈毛尖、沅陵碣
滩茶，南岭山区则有资兴狗脑贡、桂
东玲珑茶， 这些都是省内的传统名
茶。 ”省农业厅专家廖振坤介绍，这
两大名优绿茶产业带， 依托各自的
名茶品牌，扩建基地茶园，发展茶业
经济。

近几年， 湘西武陵山区的名优
绿茶发展来势好。 不仅古丈、沅陵等
主产茶县，茶园面积一年年扩大，保
靖县又加速崛起。 保靖黄金茶因品
质独特，口感鲜爽，在省内名优茶中
打响了品牌，带动全县茶园猛扩3万
多亩，茶农每亩增收5000多元。

“相比之下，湘南南岭山区的名
优绿茶产业带， 传统名茶带动力不
足，发展相对滞后。 ”廖振坤说。 近3

年来，蓝
山 百 叠
岭名茶崛起，各
项 品 质 指 标 堪
称绿茶中的“瑰
宝”，湘南名茶带加快向西延伸。

省内茶界专家认为， 湘西武陵
山区与皖、浙、赣的新安江上游名茶
产区在同样的纬度带， 是中国名优
绿茶的优势产业带。 如果从纬度来
看，南岭山区东接福建，也在同一纬
度，同样是名茶的优势产区。

湘西武陵山区、湘南南岭山区，
两个名优绿茶产业带协调推进 ，加
快我省的茶业强省建设。 省茶叶研
究所所长包小村认为， 在这样的背
景下， 百叠岭名茶引领湘南名茶带
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定位高端有机茶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省内茶

叶出口企业选择石门白云山、 攸县
慈峰、桂东玲珑茶场，创建有机茶基
地，获得瑞士IMO有机认证，打破了
欧盟的“绿色壁垒”。

直到今天， 我省有机茶认证依
然局限于出口品牌。 内销的名优茶，
由于产量少、不愁销，企业申请有机
茶认证的动力不足。

“无论出口或内销， 企业创品
牌，有机认证都是捷径。 ”蓝山县委
书记魏湘江激励三峰茶业公司 ，争
创内销名优有机茶品牌， 高起点定
位，把蓝山打造成为“湖南高山有机
茶第一县”。

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三峰
茶业公司自2008年开始， 投入9000
多万元资金，流转百叠岭、沙子岭茶
场的5000亩茶园和荒地，在海拔600
米至1000米的高山地带， 开发高山
有机茶。

依托省茶叶研究所的技术支
持 ，百叠岭栽种了白毫早 、槠叶齐 、
龙井43、 黄金茶1号等优良品种，表
现良好，品质优越。 基地周边栽花种
果，既有利于茶园防虫防病，又有花
香果香沁入茶香；行行茶树中间，种
植决明子，埋青覆盖作绿肥，一举解
决了高山有机茶园的施肥难题。

2010年， 百叠岭新拓茶园首次
采茶，精工制成的百叠岭银毫、毛尖
两个产品， 在省茶博会上首次夺得
金奖。 2011年，百叠岭名茶又接连获
得中国 “觉农杯 ”茶博会金奖 、中国
茶博会金奖， 并一次性通过有机食
品认证。 目前，百叠岭良种茶园已达
2500亩，被省茶叶研究所认定为“全
省第一（自有）高山有机良种茶园”。

站在百叠岭主峰，看远近山峦，
重重叠叠， 一片绿的海洋。 魏湘江
说 ，这100多个山头 ，每个山头开发
300亩有机茶园，就能达到3万亩。 县
里支持三峰茶业公司， 再流转沙子
岭、 黄茅岭等适宜生产高山有机茶
的地域， 开发有机茶6万亩以上，就

能实现“湖南高山有机茶第一县”的
目标。

做强名茶产业链
湘西武陵山区与湘南南岭山

区，发展名优绿茶各具优势。 包小村
认为 ，蓝山不仅要抓生产 ，扩茶园 ，
更要从加工、销售等环节，做强名茶
产业链。

蓝山地处 “楚尾粤头 ”，纬度较
低 ，百叠岭 、沙子岭 、黄茅岭等高山
适宜产茶区域达到10万亩， 高山有
机茶发展潜力巨大； 尤其以百叠岭
常年云雾缭绕，冬季无严寒，春季回
温早，新茶采摘比全省其他茶园早。

对春茶而言 ，采摘早 、上市早 ，
价格就好。 百叠岭最早的春茶，比全
省其他茶园至少提前半个月采摘 。
作为技术支撑单位， 省茶叶研究所
全方位指导三峰茶业公司， 在种植
环节注重有机内涵， 在加工环节则
以卷曲型毛尖为主， 从工艺上确保
最早采摘的春茶香味最好， 迅速抢
占市场。

蓝山在粤、台颇有人缘优势。 与
广东山水相依，在东莞、深圳等地还
形成了“蓝山村”；这里的毛织、制鞋
产业，近半数企业有台资背景，加上
蓝山籍的台胞多达2000多人。 从这
些优势来看 ，百叠岭银毫 、毛尖等 ，
可首选广东、台湾作为主销区，借人
缘、地缘的优势推介蓝山茶。 三峰茶
业公司已在广东开设 “旗舰店”，着
力拓展南方高端绿茶市场。

茶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
共同做大做强。 蓝山是潇湘源头，百
叠岭是红一军团长征途经之地。 依
托生态游、 红色游， 开发旅游茶产
品 ，打造集茶园 、休闲 、旅游观光于
一体的高山茶风情园， 蓝山茶业发
展的前景十分看好。

“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走科技兴
茶、产业兴茶的路子。 ”包小村说，经
过5至10年的努力，打造蓝山茶业新
形象，崛起湘南茶业的“龙头”。

上图：蓝山县百叠岭茶场，茶农
在忙着采新茶。本报记者 张尚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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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楚尾粤头”，蓝山县在全省采摘春茶最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就了百叠岭
名茶的独特品质；县委、县政府倾力扶持，蓝山在重点产茶县中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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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文化艺术类：
张家界魅力湘西旅游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湖南琴岛文化娱乐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大剧院
张家界天元山水旅游文化有限

公司
湖南古玩城有限公司
湖南金霞湘绣有限公司
湖南浏阳花炮有限公司

新兴业态类：
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红网新闻网络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

限公司
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北纬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山猫卡通有限公司
湖南宏梦卡通传播有限公司

湖南文化企业30强公示
为展示我省文化改革发展取得的

新进展新成绩， 塑造骨干文化企业良
好形象，带动全省文化企业整体提升，
在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办公室指导
下，3月至4月，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中心牵头，联合中南大学中国文化品牌
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产业》杂志社开展
了首届湖南文化企业30强评选活动。

根据入选企业应具有行业影响
力与行业代表性等评选条件，综合考
虑申报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指标， 专家评审会评选出中南传媒、
电广传媒等30家企业初步入选湖南
文化企业30强名单， 现予以公布，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

本次公示时间为5月 11日至 17
日。公示期间，如对公示对象有异议，
可向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反映。
联系电话：0731-84219137。
邮箱：whcycyyjzx@163.com。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0日

湖南文化企业30强公示名单

本报 5月 10日讯 （通讯员
尹翔宇 姚春妮 记者 唐爱平）特
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今天
传来喜讯： 该公司在南方电网第
一批变压器设备招标中大获全
胜，夺得最高中标额2.22亿元的大
单 ， 占据南网此次招标总额的
30%，居此次招标榜首。 这是我国
超高压、 大容量现场组装式变压
器，真正实现国产自主化、批量化
战略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据了解，衡变公司此次共中
标500千伏变压器11台 、220千伏
变压器6台、110千伏变压器9台及
35千伏变压器8台。 中标项目不
仅包括云南市场2台国内容量最
大 、电压等级最高 、组装难度最
大的500千伏现场组装变压器 ，
还打破了合资产品长期对广东
市场 500千伏变压器产品的垄
断。 这也是衡变公司继中标云南
永丰、四川色尔古、攀枝花、丹巴
现场组装变之后，再次获取现场
组装合同，充分显示了衡变公司
现场组装式变压器的技术水平，
以及在质量管控方面的绝对实
力。

一次夺得
2.22亿元大单

衡变分切
南方电网大“蛋糕”

右图： 5月10日， 娄底市电业局职工在紧急抢修受损线路。
本报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袁小锋 摄影报道

下图： 5月9日， 麻阳苗族自治县抢修队在209国道石羊哨段清
理泥土， 恢复交通。 张祥雄 曹芹 摄影报道

抢修电力交通

“湘南茶海”在崛起

本报5月10日讯（本报记者）今天，
教育部通报了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考试泄题事件查处情况。 记者从
省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到， 为确保做
好硕士招生录取工作， 认真贯彻落
实教育部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会议
精神，严格执行复试录取政策，切实
保证今年的研究生招生平稳顺利 ，
我省采取了多项措施。

一是扎实做好复试工作。 各招生
单位制定和严格执行了详细的复试
方案， 加强对考生有效身份证件、学
历证书、学生证等报考材料原件及考
生资格的审核，相关科目的考核和复

查，严格落实招生单位负责制，统一
在标准考场进行考试并全程录像。

二是细致做好调剂工作。 各招
生单位及时公布生源余缺信息 ，加
强专业学位研究生调剂和录取相关
配套政策的宣传， 认真做好考生的
调剂工作。

三是切实加强录取管理。 各招
生单位按照 “保证质量 、宁缺毋滥 ”

的原则， 严格执行教育部的招生录
取政策，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严禁超
计划录取， 禁止招生单位对考生在
计划外承诺预录取。 从严掌握破格
政策， 破格比例超过规定限额的招
生单位一律不得增加计划。 不经审
批， 任何单位都不得超比例录取破
格考生。 破格考生必须参加复试，复
试不合格者一律不予录取。

我省迅速贯彻国家教育统一考试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我省认真反思研考泄题事件

确保复试录取工作平稳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