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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职学校助学
专项资金审计启动
重点抽查省、市、县3级具有

代表性的70所学校
本报4月10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兰志荣 徐小和）为

全面摸清我省高、 中职学校助学专项资金制度执行情况，提
高助学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4月10日，我省正式
启动高、中职学校助学专项资金审计。

自2007年开始，国家实行高、中职助学金制度，对在校贫困
学生进行资助。 我省出台了助学金使用管理办法，分别按照评
选制和申报制对符合条件的高、中职学校学生进行补助。 此次
审计重点抽查省、市、县3级具有代表性的70所学校，对长沙师
范专科学校、 湖南省商业技术学院等学校2010年至2012年享
受国家助学专项资金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此次审计重点确定为4个方面：摸清整体情况。 在2010年
至2012年期间，中央和省里安排的助学资金总额、共资助学生
人数、毕业人数和促进就业人数，摸清全省助学专项资金整体
情况。 关注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核查有关部门在助学
资金的分配、发放等环节中是否存在违纪违规行为，促进助学
资金分配的公平公正。 关注运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 审计人员
将与学校管理人员、老师、学生等相关人员深入座谈，充分了解
实际情况，分析漏洞，提出进一步完善国家资助制度的建设性
意见。 关注助学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 此项政策对贫困学生的
支持作用有多大，对于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和提
高劳动者素质方面的作用有多大，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
用有多大，都是此次审计要关注的。

目前，该厅6个审计组已经分赴全省各市州审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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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邹靖方）
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 省质监局发布了一季度全省农资质
量抽查和执法打假情况。 抽查结果表明,
我省农资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抽查合格
率为92.2%， 比去年提高4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 省质监局在全省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农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质
监利剑护农打假行动。 抽查农资产品总
量683批次， 合格630批次， 批次合格
率为92.2%。 质监利剑护农行动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全省出动执法人员4070
人次， 立案查处农资违法案件132起，

封存扣押假劣农资300余吨， 涉案货值
520万元。

省质监局分析指出， 今年全省农资
产品质量呈现稳步提高、 基本可靠的态
势。 农资产品总体批次合格率比去年提
高4个百分点， 本省生产的农资产品抽查
批次合格率高达93.3%， 高于全国农资产
品抽查平均合格率3.6个百分点。 此外，
省内企业生产的化肥产品批次合格率比
外省企业销往我省的高4.1%， 全省农膜
的批次合格率达到了100%， 农机的批次
合格率为94.8%， 总体而言， 农机农膜的
质量状况好于化肥农药。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邹靖方）
目前市场上的化肥仍然存在良莠不齐
的情况， 如何用最简便的方法来识别
化肥质量， 如果买到劣质化肥如何处
理？ 省质监局有关专家今天介绍了几
个简便方法辨认真假化肥： 看、摸、嗅、
烧、溶。

一是看，首先是看肥料的包装，正规
厂家生产的肥料外包装规范、清晰、结实，
一般注有生产许可证、执行标准、登记许
可证、产品名称、养分含量或等级、净重、
厂名、厂址等，假冒伪劣肥料的包装一般
较粗糙，包装袋上信息标识不清；其次是
看肥料的力度和结晶状态，正规厂家生产

的肥料颗粒均匀，表面光滑，假冒伪劣肥
料湿度大，易结块；再就是看肥料的颜色，
不同肥料有一些特有的颜色，如氮肥除石
灰氮外，其他全是白色，略带黄褐色和浅
黄色。

二是摸，如磷酸二铵，抓一把肥料用
力握几次，有“油湿”感的多为正品，手感
干燥的很可能是假冒。

三是嗅，碳酸氢铵有臭味，硫酸铵有
酸味，假冒伪劣肥料气味不明显。

四是烧， 将化肥的样品加热或者燃
烧，氮肥烧了会冒白烟、有氨臭味;磷肥在
燃烧后没有太大变化;钾肥会有噼噼啪啪
的响声。

五是溶，大多数肥料放在水中，可以
很好地溶解。

当然， 这些都是简易的识别方法，目
前最正规、最有效的识别方法，是将样品
送有化肥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检验。农民
朋友如果怀疑购买到的肥料是假冒伪劣
产品，可以拨打12365热线进行举报。省质
监局也提醒农民朋友，尽量去正规商店购
买保质期内的产品，并索取发票 ,留存样
品。

农资质量稳步提高

农业保险覆盖全省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 徐芳）

过去6年， 我省农业保险实现跨越式发展， 保险品种由最初
的3个增加到目前的10个， 保险范围由最初的51个县发展
到覆盖全省123个县市区， 保费规模由最初的7.48亿元增加
到去年的15.34亿元， 为稳定农民收入、 促进农业生产、 维
护农村和谐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是记者在今天的湖南省农
业保险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获得的消息。

2007年以来， 我省创新财政支出方式， 实施了保费补
贴政策， 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发展， 使其成为财政促进金融
支农的“放大器”。 在保费补贴政策的支持下， 农业保险充
分调动了社会和市场的力量， 帮助农户自缴20%左右的少
量保费， 即可参加农业保险并获得风险保障， 发挥了财政
资金“四两拨千斤” 的杠杆作用， 实现了财政与农村金融
的有效衔接。

长沙启动
治赌缉枪打黑除恶行动

本报4月10日讯 （通讯员 施泉江 孔奕 记者
何淼玲） 长沙市公安局今天对外通报， 从即日起启
动为期半年的“治赌缉枪打黑除恶” 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的打击重点是： 操纵“黄赌毒” 活动
的黑恶势力； 强抢强要、 欺压群众、 称霸一方的黑
恶势力； 欺行霸市、 强买强卖、 以恶护商、 以商养
恶、 垄断经营的黑恶势力； 强揽工程项目、 妨害重
点工程建设的黑恶势力； 采用暴力威胁、 非法拘禁、
斗殴滋事等手段替人“消灾”、 帮人“出气”、 代人

“了难” 的犯罪团伙； 插手经济纠纷、 操作利用特殊
利益群体影响社会稳定的黑恶势力。 从事非法集资、
放“高利贷” 等危害金融秩序的黑恶势力。 收缴流
散社会的枪支弹药、 管制刀具。 对影响恶劣、 人员
众多的涉赌涉枪及黑恶犯罪案件， 将挂牌督办， 限
期破案。

抽查合格率为92.2%，比去年提高4个百分点
农机农膜的质量状况好于化肥农药

省质监局公布了今年农资打假10
大典型案例， 分别是： 岳阳亚威化工
有限公司生产假冒复混肥案、 浏阳市
东区磷肥厂生产劣质磷肥案、 常德新
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假冒且不合格的
农肥案 、 邵阳源峰化肥有限公
司无证生产钙镁磷肥案 、 浏阳
市永丰轻化磷肥厂生产不合格
化肥案 、 泸溪县鑫星磷化厂生
产不合格钙镁磷钾肥案 、 衡阳

莱德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无证生产草甘
膦原药案、 吉首市乾州复混肥厂生产
不合格复混肥案、 常德昌利微肥厂生
产假冒化肥案、 益阳长青润糠宝农化
有限公司无证生产29%杀虫双水剂案。

今年农资打假10大典型案例
■相关链接

简单5法辨认真假化肥
发现问题可拨“12365”举报

4月9日， 湘阴县左
宗棠宴会厅， 来自全市
10多名抗战老兵聚集在
一起， 庆贺左焕章老人
96岁寿辰。 左老是左宗
棠第五代侄孙， 1937年
参军， 曾担任国民革命
军连长和偷袭日军监利
机场敢死队队长， 先后
参加南京、 台儿庄、 武
汉、 湘北等抗日战役。

彭宏伟 刘广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