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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 6月 24日讯 （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张灿强）“教室———食堂———宿
舍，抓好了这三点一线，也就抓住了贴
近学生、倾听学生、服务学生的关键节
点。”日前，教育部组织召开全国地方高
校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推进工作座谈
会，湘潭大学作为湖南高校唯一代表参
加会议。 该校党委书记章兢作为全国6
所高校代表之一作交流发言，重点介绍
了湘大开展“进教室、进食堂、进宿舍”
的“三进”特色活动的经验。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过程中，湘潭大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带
头，扎实开展“三进”活动。校、处两级
干部每月“进教室”听课，深入了解课
堂教学内容、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学效
果；“进食堂”与学生交流 ,了解饮食
卫生、消防安全、服务态度、饭菜价格
和质量等；“进宿舍”走访了解学生生
活设施、课余时间思想动态、学风建
设和班级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进
一步落实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学生评

教等制度，加强了校风学风建设。
湘潭大学还明确，由校领导担任

联系学院的学风建设督导员、学生食
堂的伙食质量督导员和联系学院“学
生文明寝室”建设督导员，实行排班；
明确每周由校领导轮流带领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对学校6个教学区、7个
宿舍区和6个食堂等进行走访调研，
并对校领导进教室听课、 进食堂就
餐、 进寝室走访建立备案台账。“三
进”架起了师生“连心桥”。兴湘学院

2011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唐鹏同
学发出感慨：“最近下课回寝室后经
常可以看到校领导的身影，我们都不
好意思在寝室玩网络游戏了。”

据悉，到目前为止，学校已收集
学生的意见建议近400条，并对反映
集中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立行立
改。制定了学生宿舍维修改造、教学
楼服务功能完善、体育场地建设与维
修等6个整改方案，并强力推进实施，
取得了良好成效。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廖鹤松 梁丹） 暑假在
即，在广州经商的杨女士计划把儿子
送回涟源茅塘镇老家读书。杨女士是
耳闻目睹了镇上三一学校现代化的
教学设施和一流师资水平，觉得不比
孩子现在广州就读的学校差，加之打
算回乡发展， 才作出这个决定的。三
一学校是涟源市政府与三一集团合
办的一所农村学校，由三一集团投资
建设。

涟源是港商余彭年的故乡，上世

纪80年代末， 余彭年在涟源捐资创
办全省一流的农村中学，这一义举深
深印入了涟源人的脑海。 近年来，日
益壮大的涟商群体， 以余彭年为榜
样，热心家乡公益建设，尤其对助力
家乡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纷纷捐出自
己的财产支援学校建设。在市委市政
府的统一协调下，企业家们根据各自
的财力选择助教模式，出现了以三一
集团为代表的一个企业援办3所学校
的“一企多校”模式；利用涟源市教育
基金会等平台，汇集企业和涟商助学

善款，共同兴办中小学校的“多企多
校”模式；以及一家企业对口援办一
所学校的“一企一校”模式。近年来，
参与出资办学的涟商达238位，受益
学校162所，其中获企业长期捐资的
学校达68所， 各学校硬件设施得到
彻底改观。

在此基础上，涟源市先后招聘特
岗教师857名，为学校补充高素质师
资。企业加大投入，改善教师生活条
件，提高福利待遇，吸引了优秀教师到
校工作。 各学校还充分发挥参与企业

观念新、见识广、重创新的优势，适当
嵌入企业元素，在教育教学方面，企业
和学校实现了良好的互动， 推进了教
育改革。“双语教学”、“高效课堂”、“新
课程改革” 等一些行之有效的理念和
实践在实际教学中得以运用。

涟商助教，福泽桑梓。目前，涟源
农村中小学软硬条件已跻身全省一
流行列。 同学们在耳濡目染之中，潜
移默化，形成了以“感恩 勤学 创业”
为特色的校园文化，有效提升了素质
教育空间。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肖建
生）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
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的各项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四化两
型”建设，努力促进“三量齐升”，全
省经济运行总体处在合理稳定区
间。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今
年前5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工业运行总体平稳。1至5月，全
省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1.4%，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7个百
分点。 全省39个大类行业中，35个
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内需持续稳定增长。1至5月，全
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52.47亿元，
同比增长21.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4个百分点。消费市场平稳回升。1至5
月，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81.95亿元，同比增长12.8%。
“走出引进”步伐加快。1至5月，

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104.8亿美元，
同比增长15.4%， 比同期全国平均
水平高15.2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
63.8亿美元，增长22.3%。1至5月，全
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2.4亿美
元，同比增长13.9%。新批内联引资
项目3083个， 实际到位资金1392.9
亿元，增长14.3%。

结构调整有力推进。1至5月，全
省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规模工
业的比重为31.0%， 同比下降0.4个
百分点；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加工
度工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12.3%和29.3%。1至5月，全省民间
投资4276.9亿元，增长23.9%，占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7.3%，同比提
高3.5个百分点。 （下转11版①）

生化调控延长秧龄期

双季稻机插秧
获突破

70个粮食主产县落实
晚稻机插秧300万亩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李柏槐）眼下，晚稻育秧迎来
高峰。记者今天从省农机局获悉，全省
晚稻机插面积已落实计划300万亩，
70个粮食主产县正忙于“为机育秧”。

水稻生产迈向全程机械化，机插
秧是短板。近年来，我省从购机补贴、
办点示范等方面加大引导和扶持，大
力推广机插秧。今年早稻、中稻的机
插面积逾1000万亩， 晚稻机插面积
计划300万亩，实现全年水稻机插秧
1300万亩的目标。

机插秧对秧苗的长度、水田平整
度、泥土颗粒均匀度要求较高，我省
晚稻机插秧一直停留在示范阶段。

（下转11版③）

本报 6月 24日 讯 （记 者
邓晶琎 朱章安 通讯员 张海超）
今天上午10时4分， 一架南航
A320客机从衡阳南岳机场起
飞，于13时1分抵达深圳。这标
志着南岳机场首次试飞成功，
机场已满足通航条件。

据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公
司航务部介绍， 此次南航试飞
机组经过2小时57分钟的试飞，
对南岳机场导航设施、 助航灯
光、通信设备、飞行程序、净空
环境、 保障能力等进行了全面
的验证。结果显示，各项参数和
指标正常， 机场相关设施满足
通航条件。

南岳机场是我省继张家
界、常德、永州、怀化后，即将投
入运营的第五个支线机场。目
前， 南岳机场正在进行航站楼
等配套设施的建设， 整体工程
完工后，计划年内正式通航。初
步计划开通北京、上海、大连等
6条航线。

左图：6月24日，衡阳南岳机
场上空的空客Ａ320。 彭斌 摄

本报6月24日讯（通讯员 颜常青
记者 唐爱平）今天，中国南车股份
有限公司与马其顿签署6列内燃、电
动车组购销合同。 这是中国动车组
首次出口欧洲。 中国南车将通过其
子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
公司来执行该项目。

据了解， 中国城市轨道车辆正
逐渐受到世界市场的关注和青睐，
此前中国出口到欧洲市场的都是机
车和轻轨车辆。 此次中国动车组整
车首次进入欧洲市场， 标志着中国

最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赢得了欧洲市
场的认可。

据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设计师谢红兵介绍， 为马其顿研制
的这批动车组为标准轨距， 最高运
营时速140公里，设计寿命30年。为
满足客户的需求， 公司将融合低地
板技术到该动车组， 采用铰接转向
架技术， 车辆能在更复杂的曲线线
路运行；整车外形呈流线造型，并融
入马其顿民族特色， 犹如流动的国
家名片。 （下转11版④）

进教室 进食堂 进宿舍

湘大架起师生“连心桥”

打拼谋发展 家乡献爱心

涟商助建162所学校

衡阳南岳机场首次试飞成功
将于年内正式通航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余蓉）
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我
省将于6月25日14时公布高考成绩。
今年高考成绩及录取信息发布的渠
道和查询办法有现场查询、 网站查
询、声讯查询和短信查询4种方式。

现场查询：由市州、县市区招考
机构组织免费为考生发放高考成绩
通知单。考生也可到市州、县市区
招考机构查询高考成绩和高考录
取信息。

网站查询：通过“湖南招生考试
信息港（www.hneeb.cn） ”网站免
费为考生提供成绩查询和高考录取
信息查询服务。

声讯查询：
1.高考成绩查询：考生拨打全

省统一的声讯号码16885168（自动

台）或1607160（人工台）查询。省教
育考试院免费向省电信公司提供考
生成绩信息， 省电信公司也将通过
声讯台16885168热线为每位考生
（以考生号确认）免信息费提供一次
成绩查询服务（除C网预付费和固定
电话预付费外）。 （下转11版②）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李勇
通讯员 唐龙海） 记者今天从省人民
检察院举行的“举报宣传周活动”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 去年6月至今年5
月，全省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精神， 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共立案查办
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
1329件1766人， 其中县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100人（含厅级领导干部13
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亿余元。

“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和监督

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发挥了重要作
用。”省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王东
晖介绍，近一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共
受理群众举报线索3864件， 其中贪

污贿赂线索1279件， 渎职侵权线索
563件，这些线索，成为全省检察机
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重要来源。

（下转11版⑤）

高考成绩下午2点公布

“老虎”“苍蝇”一起打
全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1329件

1766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00人（含厅干13人），
挽回经济损失3亿余元

前5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2%
� � � �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8%，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田杰平）据省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数据，1至5月，全省民间固定资
产投资 4276.94亿元 ， 同比增长
23.9%， 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重为67.3%， 对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为74.4%，拉动全省投资增长15.8个
百分点。 14个市州民间固定资产
投资全部增长，但增速不平衡。最快
的为郴州，同比增长39.1%；最慢的
为张家界，增长6.0%。

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基础设
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450.07亿元，同

比增长43.3%。全省工业民间固定资
产投资 2305.75亿元 ， 同比增长
21.1%。工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
部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53.9%。其中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
资2021.96亿元，增长20.1%；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民间固
定资产投资83亿元，增长23.7%。全省
房地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735.13
亿元，同比增长12.8%，低于全部民间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1个百分点。房
地产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民间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7.2%。

前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逾4000亿

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74.4%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杨柳青）
6月22日至23日， 省委副书记孙金
龙在岳阳市指导市委常委班子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
活会。他强调，强化问题导向，抓紧
抓实问题整改，做到有一件改一件、
改一件成一件， 以整改实效取信于
民，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
作善成。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省委
派驻岳阳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督导组组长陈叔红参加专题民
主生活会并点评。

会上， 岳阳市委书记卿渐伟代
表岳阳市委常委班子围绕遵守党的
政治纪律、 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和省委九项规定、“四风” 问题作对
照检查。 常委班子归纳梳理出“四
风” 等方面的意见建议100条。随
后， 班子成员结合个人思想和工作
实际， 真刀真枪地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大家敞开心扉、开诚布公，直

指问题、不留情面。会议气氛热烈，
充满辣味。22日的会议一直持续到
当夜10时。

孙金龙对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
肯定， 并就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
求。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深化思想认识， 以良好的精神
状态，持续反思查找问题，进一步把
问题找准、查实、剖析透，为下一步
的整改提供“靶子”，推动活动持续
深入开展。要强化问题导向，抓紧抓
实问题整改， 以整改实效兑现对广
大干部群众的承诺。 要按照党要管
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制
度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
化。要巩固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把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和统筹推进改革发
展各项任务有机结合起来， 以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成效来体现教育实践
活动的新成果。 （下转2版）

孙金龙在指导岳阳市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强化问题导向 抓紧抓实整改

中国动车组出口欧洲
获马其顿6列动车组订单，项目由南车株机

公司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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