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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谢忠东 廖杨

“评上正高职称后，不仅工资待遇提高了，
自己也有成就感。”11月23日，株洲市四中历史
老师汪瀛告诉记者， 以前中小学教师没有正高
级职称，一般情况下，中小学老师的职称评定，
30岁左右就“完成”了，很多老师感觉没奔头，
钻研业务的积极性不高。

长期以来， 中学老师的职称评定最高只能
到副高，而小学老师的职称最高是中级，副高职
称成了中小学教师职称上的“天花板”。

今年9月1日正式公布实行的《湖南省深化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以
下简称《方案》）， 打破了中小学教师职称上的
“天花板”。

《方案》提出，改革原中学和小学教师相互
独立的职称（职务）制度体系，建立统一的中小
学教师职务制度，统一职称（职务）等级和名称。
初级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设副高级和正高级。

“此次方案最大的亮点是中小学老师都可

以评正高职称。” 株洲市二中的物理老师黄国
雄告诉记者，评正高级职称并不全是为了待遇，
还是一种专业追求， 此次职称改革让中小学教
师更有奔头。

“2013年，我省选择了株州市和常德市开
展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省人社厅副厅长黄赞佳介绍， 试点涉及两市
3200多所中小学校（含幼儿园）、7.8万名中小学
教职工。试点过程中，5.67万名中小学教师进行
了职称（职务）过渡，按照新的评价标准和办法
新晋升正高级教师19名（人社部、教育部批复同
意）、高级教师935名。

汪瀛正是此次改革试点工作的受益者，在
改革试点时顺利评上了正高职称。“职称改革给
那些在教学方面有追求的老师提供了更高的目
标。” 汪瀛说，无论是实际待遇，还是职业的荣
誉感，都可以促使更多优秀人才留在教育一线。

“根据实际情况，职称评定将向乡村学校和薄
弱学校倾斜。” 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建华介绍，2015
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湖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规定，乡村教师评
职称时不对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和发表论文
作刚性要求，而《方案》进一步明确，在乡村学校任
教3年以上、经考核表现突出并符合具体评价标准
条件的教师，同等条件下将给予优先评定。

政策链接
改革原中学和小学教师相互独立的职称（职

务）制度体系，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
教师职务分为初级职务、 中级职务和高级职务。
初级设员级和助理级，高级设副高级和正高级。

在乡村学校任教（含城镇学校教师交流、支
教）3年以上、经考核表现突出并符合具体评价
标准条件的教师，同等条件下优先评聘。适当调
整乡镇及以下学校教师岗位结构比例， 中级增
加5个百分点，高级增加3个百分点，重点用于
解决在乡村学校工作满20年和30年，目前分别
还是初级、中级职称，符合评审条件与标准的乡
村学校教师。（摘自 《湖南省深化中小学教师职
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唐爱
平）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融资政策巡讲
走进湖南。 省发改委副主任汤兹在巡讲
活动开班致辞中透露， 湖南高度重视企
业债券和产业基金工作， 这两方面的融
资规模在中西部均排位靠前。

企业债券方面，2006年以来， 湖南
省发改委围绕重大基础设施、 重点民生
工程和产业项目积极发行企业债券，筹
集中长期、 低成本建设资金。2006年至
2016年8月， 共争取国家发改委批复
2214.72亿元，规模居全国前列。今年前3
季度，我省共获批26支企业债券，总规
模370.7亿元，预计全年可达到500亿元。

2015-2016年债券发行中，湖南有五
大在国家层面被认可为“地方创新” 案例。
如2015年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融资规模80亿元，为我省单支融

资规模最大的企业债券， 也是全国单支发
行规模较大的企业债之一；2015年湘江产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是全国最
早设立的、支持创投的企业债之一；2016年
平江县东部供水枢纽工程建设项目收益债
券， 为国家级贫困县发行创新类品种的企
业债做出了示范；2015年湖南省中小企业
集合债券，为我省首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2016年益阳市县域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集
合债券，为全国今年首支县域集合债。

产业基金方面， 我省在2009年即争
取国家获批筹建长株潭两型产业基金。
2010年， 设立了总规模30亿元的文化旅
游产业投资基金和10亿元的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2015年，设立了总规模45亿元的
健康养老产业基金和379亿元的铁路建
设基金。目前，省政府正在研究新兴产业
基金的设立方案，总规模接近千亿元。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李伟
锋 实习生 张维正）今天，省政府减轻企
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减负办）发出
通报， 由省减负办挂牌督办的151个涉
企负担重点问题已全部办理完毕， 为企
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省减负办于今年8月份组织开展全
省企业负担状况调研， 对各企业反映的
151个重点问题， 由省
减负办进行挂牌督办。
其中，各市州企业普遍
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
112个， 涉及水电气供
应、涉企检查、中介收
费、商协会收费、检测
检验等方面；具体问题
39个，主要涉及基础设
施配套、 政策承诺兑
现、行政效能等方面。

通过各市州政府
努力，在与当事企业进
行充分交流沟通的基
础上，对能解决的问题
依法依规解决到位，对
不能立即解决的也都
详细说明了原因。据统
计， 本次挂牌督办的

151个重点问题中， 有69个问题解决到
位，49个问题由相关部门作出了解释说
明，33个问题得以纠正改进。

省减负办介绍，下阶段，省减负办将
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减负工作的督查通报
力度， 聘任一批企业减负工作监督评议
员，在全省建立起及时发现、迅速交办、
有力查处涉企负担问题的长效机制。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彭静 邓圣明） 今天，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我省拟在原来《湖南省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1
年版）》（简称《药品目录》）和原新农合药品目录
的基础上，增补119个药品品种，整合形成新的
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适用于全省城
乡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此次药品目录整合，根据“适度从宽”的原
则，对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进行适当调整，将《药品
目录》未收录、且属于我省原新农合药品目录的
药品和剂型，增补进《药品目录》；对《药品目录》
有，但原新农合药品目录没有设置“限定支付范
围”的药品，原则上取消“限定支付范围”；对《药品
目录》没有，原新农合药品目录设置“限定支付范
围”的药品，原则上不增设“限定支付范围”。

此次调整，在原来《药品目录》的基础上，增
补119个药品品种，增补剂型涉及80个药品，限
定支付范围修订涉及62个药品。

人社政策惠三湘

今年9月1日，湖南实施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

打破“天花板” 更有“成就感”
湖南两大融资平台规模领先中西部
今年企业债券规模预计可达500亿元；
全省设立或即将设立的产业基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

151个挂牌督办涉企负担问题全部办结

我省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目录
增补119个药品品种

11月24日晚，长沙市西二环跨杜鹃路高架桥上，施工人员在安装隔音屏屏体。长沙市二环线
13座桥梁隔音屏工程自今年9月中旬开工以来，已完成了施工图纸技术交底、现场查勘、钻孔、植
筋、部分钢立柱安装、屏体原材制作等工作，现已开始进入安装屏体阶段，预计12月底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西二环线桥梁开始安装隔音屏屏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