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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陈亚静
张斌）今天上午，2012年各民主党派省
委、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
专题调研成果汇报会在长沙举行。中
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强讲话，省政协主席胡彪出席。

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主持
会议，省领导李微微、易炼红、陈叔红、
盛茂林出席。

今年以来， 各民主党派省委、 省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受中共湖南省
委、 省政府邀请， 就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 ， 提
交了乡镇财政建设和管理 、 贫困地
区的资本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 、 湖
湘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 洞庭

湖区水资源安全及保障 、 人口与经
济均衡发展、 推动长株潭自主创新、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 中小微企业转
型升级、 食品工业发展和食品安全、
“同心系湘江， 共护母亲河” 民主监
督等报告。

会上，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田红
旗、杨维刚、赖明勇、胡国华、饶育蕾、
胡旭晟、张大方、李曦、甘跃华、吴金明
作汇报，民进省委主委谢勇参加汇报
会。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强说，
今年的专题调研选题针对性强、调研
思考深入 、富有特色 ，调研成果对推
进全省相关工作是有力促进，各有关

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 ， 切实抓好落
实 。周强代表中共湖南省委 、省政府
感谢大家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深入
调研 ， 积极建言献策作出的重要贡
献。

周强指出， 要切实把统一战线成
员的思想统一到中共十八大精神上
来，深入持久推进“同心”实践，引导统
一战线广大成员始终做到与中国共
产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
向 、行动上同心同行 ，更加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 ，深化主题学习教育 ，完善协商民
主制度和工作机制 ， 深入实施五大
“同心工程”， 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建设，加强对统战理论政策和多党合

作制度的学习、宣传与研究，扎实推进
全省多党合作事业深入发展。

周强希望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
无党派人士进一步发挥智力密集、人
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发扬过去好
的传统和做法，紧紧围绕中共十八大
作出的战略部署，围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确定的明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
和主要任务，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决
策和重点工作，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
现实需求，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更广泛地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推进
湖南科学发展、富民强省。

会上， 还通报了省直有关单位采
纳落实2011年参政议政调研成果的情
况。

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汇报参政议政专题调研成果

更广泛地凝聚各方智慧力量
周强讲话 胡彪出席

� � � � 本报12月24日讯 （记者 陶海
音 ） 记者今天从广铁集团获悉 ， 根
据国务院第628号令 《国务院关于修
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 ，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 》
2013年1月1日废止 。 从当天起 ， 火
车票价相应下调 ， 执行取消强制保
险后的新票价 。 由于明年元旦以后
的车票于今年12月25日起开始发售，
因此从25日起出售的明年元旦的火
车票 ， 就开始执行新的票价 。 火车
票预售期25日起恢复为12天。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条例》 第六条规定 “铁路之保险费，
包括于票价之内 ， 一律按基本票价
百分之二收费”。 也就是， 强制保险
费不区分列车等级和席别 ， 每张火
车票中均包含， 都按基本票价的2%

计算， 而不是全部票价的2%。 基本
票价是指普通旅客慢车 （即绿皮车）
的硬座票价 。 该 《条例 》 废止 ， 取
消强制保险的同时 ， 铁路部门将采
取适当缩小票价计费单位 ， 降价幅
度等于或大于强制保险费的处理方
式 。 具体为 ： 将旅客票价最小计费
单位由1元调整为0.5元， 强制保险费
不足0.5元的 ， 票价相应降低0.5元 ；
超过0.5元、 不足1元的， 票价相应降
低1元 。 除实行公交化票价的线路
外， 每张火车票的票价都会有所降
低， 最少扣减额0.5元。

废除强制保险后 ， 旅客在铁路
运输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时 ， 依据
有关法律规定 ， 属于铁路运输企业
责任的 ， 铁路运输企业将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赔偿。

� � �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何国庆）
今天，备受关注的我省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和中考的
实施办法正式出台 ，至此 ，长期以来
阻挡外地生源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
的户籍限制得以打破。与之前其他省
市的方案相比， 我省方案门槛更低，
不仅实现了外籍生源的全覆盖，而且
随迁子女报考手续更简便，只须提供
其父母的居住证即可。

这个名为《湖南省关于做好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
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实施办
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由省教
育厅、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在广泛调查
研究、多方征求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
础上制定，由省政府办公厅转发。《实
施办法》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

《实施办法》规定，外省籍随迁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可通过中考录取
到流入地普通高中学习，或凭初中毕
业证书通过注册入学进入流入地中
等职业学校学习 ； 自高中一年级起

（含高一的第二学期） 在流入地普通
高中学校就读， 取得就读学校学籍，
并参加了湖南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的应 、往届毕业生 ，可凭学籍证明
和其父母居住证在湖南报名参加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在湖南连续就
读两年以上 （含两年 ）的中等职业学
校应 、往届毕业生 ，可参加湖南省普
通高等学校对口招生考试。

我省 《实施办法 》适用对象不仅
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还包
括经商 、自主创业 、自由职业者等其
他进城人员的随迁子女，实现了随迁
子女的全覆盖，确保每一个符合条件
的随迁子女都能在当地顺利参加升
学考试。

同时，根据当前我省进城务工人
员参保率普遍较低，务工形式相对灵
活，对流动人口实行居住证“一证通”
管理等现状，《实施办法》规定随迁子
女报考时只须提供其父母的居住证，
不需提供其父母的工作证明、住所证
明和社保证明等 ，简化了程序 ，方便
了考生。 （下转2版）

� � � � 本报12月24日讯 （通讯员 李
世昌 聂运生 记者 柳德新） “有了
‘农合卡’， 现在兑付医疗补偿方便
多了！” 今天， 衡阳县库宗乡小西村
村民王小宏来到县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管理局， 用 “农合卡” 为他父亲
兑付住院费用补偿， 15分钟后， 补
偿金就到了 “农合卡” 上。

由农行衡阳市分行开发的 “金
穗惠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联名卡 ”
（简称 “农合卡”）， 将新农合医疗证
和金穗惠农卡功能合二为一， 为全
国首创 。 在农民眼里 ， “农合卡 ”
就是一张 “神奇卡”： 持该卡不仅可
以在医院刷卡就诊， 还可到商店刷
卡消费 ， 甚至还可办理往来转账 、
医疗补偿自动入卡、 农户小额贷款
等。

伴随着农民参合率提高， 也出
现了医疗补偿结算支付的新问题 。
2009年， 农行衡阳市分行与衡阳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签订新农
合医疗补偿资金合作协议， 成功开
发出 “农合卡 ”， 至今在该县发卡
41.2万张 。 岘山乡双元村村民刘建
国长期在外打工， 每个月都要将钱
寄回家 ， 于是办理了一张 “农合
卡”。 关键时刻， 这张卡竟 “救” 了
他的命。 2011年5月3日， 刘建国在
衡阳市一工地打井时意外受重伤 ，
被送往医院急救， 需要医疗费用5万
元， 急得家人团团转。 他的妻子来
到农行衡阳县新街分理处申请农户
小额贷款。 很快， 5万元贷款就到了
刘建国的 “农合卡” 上。 3年来， 农
行衡阳县支行通过 “农合卡” 累计
发放农户小额贷款6635户6214万元。

“农合基金的防火墙 ， 看病补
贴的高速路 ， 就诊贷款的应急灯 ，
发家致富的金手杖”， 这是衡阳县干
部群众对 “农合卡” 的称赞。 “农
合卡” 被农行总行评为 “科技创新
奖”， 农行湖南省分行在长沙县、 攸
县等 13个县支行重点推广 “农合
卡”。

� � � �●实现外籍生源全覆盖，报考只须提供其父
母的居住证

●本省户籍随迁子女高考报考，在学籍所在
地和户籍所在地均可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险
明年元旦取消

火车票价相应下调
火车票预售期今起恢复为12天

� � � � 将新农合医疗证和金
穗惠农卡功能合二为一

农行首创“农合卡”

本报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梁军

【人物】
杨强，湘阴县杨林寨乡合湖村种粮

大户。2000年，他从湖南师范大学经营
管理专业毕业后去深圳打拼。2009年4
月， 他带着准备买房子的40万元积蓄
回乡承包村里农田；成立了水稻机械化
生产专业合作社， 全程实行机械化生

产，成为当地的“种田大王”。
【现场】
12月18日， 记者来到湘江边的杨

林寨乡， 杨强正忙着指挥将合作社的
农业机械清理入库。 他憨笑着向记者
报喜： 晚稻又创下了新纪录！ 承包的
1700余亩稻田亩产近500公斤，收入达
50多万元。

“我父亲说，只有种田是永不失业
的职业。按每亩田每年赚300元计算，积

少成多， 种1000亩田就能赚到30万。”
2009年开始， 几乎没沾过农活的杨强，
从头学习平整土地、 拉通沟渠等农活。
可是一季稻产量不高，又遇上早稻烂秧
需要人工补种，他不但没赚到钱，还亏
了10多万元。

发展现代农业， 科技才是硬道理。
2010年，杨强通过请专家、上网等方式，
自学水稻机械化生产知识， 又承包700
多亩稻田。 （下转4版①）

实干，平安千万家

� � �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唐婷 田
甜）今天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
盛在长沙会见了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张云一行。

徐守盛感谢中国农业银行长期以
来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说，
当前， 湖南经济社会处于打基础补课
的快速发展阶段， 正通过转方式调结
构，努力实现经济总量、人均均量、运行
质量三量同步提升， 需要得到金融机
构的大力支持， 金融市场发展空间巨

大。 希望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农业银行
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实
现互利共赢。 湖南将营造良好环境支
持各类金融机构在湘发展。

张云说 ，刚下飞机 ，看到长沙繁
华的灯光和鳞次栉比的高楼，感受到
湖南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农业银行
将积极参与湖南经济社会建设，为湖
南实现全面小康作出更大贡献。

副省长韩永文，省政府秘书长戴
道晋参加会见。

徐守盛会见张云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基层心声

� � � � 12 月 24
日， 长沙市湘
江风光带上 ，
许多市民在晒
太阳 。 当天 ，
长沙市迎来久
违 的 晴 好 天
气， 人们纷纷
走出家门享受
难得的冬日暖
阳。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12月24日，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的绿色环
保大使来到青苹果幼儿园，指导小朋友进行环保小制作。

本报记者 刘凌 刘尚文 摄影报道

“将水稻种到一万亩”

本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吴晔

【人物】
李贝，女，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省第

十次党代会代表，娄底市公安局巡特警
支队巡逻大队队长。32岁的她，经历多
个警种岗位磨炼，在巡逻大队，她推行
街面全天候警察巡逻，7个月内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432名，收到群众致谢锦

旗15面。
【现场】
12月18日下午， 记者来到娄底市

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巡逻大队 ，警容镜
前 ， “说真话 、做实事 ”几个大字刚劲
有力。

2010年8月，在高楼楼顶，李贝和同
事们英勇解救轻生妇女的现场，记者第
一次见到了李贝。

“从那以后，我调换过几个岗位，今
年4月，来到巡逻大队，在提高见警率的
同时，我们加大了盘查率和对犯罪嫌疑
人的打击， 努力降低发案率， 强化服
务。”李贝开门见山。

李贝打开电脑，向我们介绍娄底街
面巡逻的警力部署。从今年4月开始，娄
底街面24小时都有巡警巡逻，精干警力
集中到了凌晨以后。 （下转4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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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异地高考中考
实施办法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