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 2018年4月24日 星期二
要闻 03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罗华

3月31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
事故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
即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对2005年颁
布施行的原条例的全面修订，与全省广大学
校、学生及家长利益息息相关。近日，省人大
法制委主任委员王刚对该条例的内容进行
了解读。

立法宗旨更加凸显
2005年我省颁布施行的原条例曾在学

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条例也出现了
一些与学校安全管理需要和人民期盼不相
适应的地方，如幼儿园、高等院校学生人身
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缺少法制保障，学生人
身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职责划分不清，“校
闹”、校园欺凌、学生实习安全等安全问题日
益凸显等。

针对这些问题，此次修订本着既要保护
学生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
秩序的立法宗旨，一方面强化了对学生的保
护，将幼儿园、高等院校学生纳入条例的适
用范围，理顺了预防中各主体的职责，突出
了预防为主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规范了破坏
教育教学秩序的行为的法律责任， 为教师、
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王刚认为，条例的内容设计坚持从我省
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重预防、
促处理，较好地兼顾了学生、家长、学校等多
方主体的利益，有效规范了我省学生人身伤
害事故中的突出问题。

预防主体更加广泛、职责更加明确
“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预防点多面广，

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王刚介绍，
针对我省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中存在的
职责不清以及推诿、扯皮等现象，条例规定

了预防应当坚持安全优先、多方配合、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的原则。

一是强调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是
全社会的责任。条例规定预防学生人身伤害
事故是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学校、 学校举办
者、学校教职工、学生及其父母，其他有关组
织等的共同责任；明确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学
生、学生父母或者监护人在预防中的责任和
义务。

二是突出了学校在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
防中的主体责任。 条例将学校的预防职责单
列一章，对学校应当落实的安全管理责任、卫
生、食品、保卫、消防、校车管理等9项安全制
度予以细化； 对学校应当采取的制订应急预
案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组织学生开展逃生、 自救互救等10项安全措
施进一步具体化。同时对学校教职工、学校举
办者等主体的预防职责也予以了明确。

三是进一步厘清了行政机关的职责，强化
了其监管责任。条例单列一章规定了行政机关
的职责， 对相关行政机关的职责进行了细化，
重点规范了教育、公安、卫生、食药等部门的职
责， 对社会关注的危及学生人身安全的问题，
如校舍安全、学校治安、食品安全、溺水等问题
均明确了相应主管部门的职责。

预防制度针对性和操作性更强
由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校等各类学

生在认知、 行为能力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
异，为了提高预防措施的针对性，条例在对
各类学校均需履行的一般性预防职责进行
统一规范后，针对各类学校、学生的特点又
作了分类规定。

针对幼儿园、中小学校学生等无民事行为
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条例规定了幼
儿园的保育、教育职责；规定了中小学校、幼儿
园应当在上下学时段组织值守，建立家长委员
会制度以及对八周岁以下的学生、幼儿应当建
立上下学接送交接制度等内容。

针对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校园欺凌多

发的现象，条例明确了建立和完善校园欺凌预
防和处理制度。同时，为了加强对中等职业学
校和高等学校学生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保护，
条例规定了学生实习的安全管理规定。

为了防止不良校园网贷对高等学校学
生的侵害，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加强学生
的金融安全知识及法律常识教育、增强学生
自我防范意识，引导学生养成科学理性的消
费观。

事故处理机制更加健全、更加公正
王刚认为， 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处理，

应当体现人本、和谐的立法理念，才能够在
学校和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为
此，条例规定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处理应当
坚持依法、公正、及时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
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处理程序、途径。

畅通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渠道，
加强了学校、学生、家长多方的沟通、协商。
条例规定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发生后，学校应
当及时采取措施救护受伤害学生并组织对
事故的调查处理；学生、学生家长有权参加、
了解事故调查处理情况； 在处理中尊重学
校、学生及其父母的意愿，引导其充分协商，
设计了协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多元调
处机制。

为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提供了制度
保障。为促进学校、学生及父母双方理性地
处理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遏制“校闹”事件，
条例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如在学校停放尸体、围堵学校或者
进入学校扰乱教育教学活动等违法行为作
出了禁止性规定，并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织牢学生人身安全“保护网”
———《湖南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条例》解读

民主法治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
讯员 糜嘉浩）今天，“人间天堂，自在苏州”苏
州旅游推介会在长沙举行。昆曲、评弹、吴歌
等8种苏州声音制成的有声明信片， 将声音
与美景融合，向湖南游客发出了“有声邀请

函”。
推介会上，苏州市精心准备了“古城经

典游”“休闲度假游”“夜游苏州” 等各类文
化旅游、 亲子度假产品， 诠释最原味的江
南、最经典的苏式文化。游客在苏州，不仅

可以在留园观看实景版昆曲演出， 亦可乘
江南游船欣赏环城美景，还可以泛舟太湖、
寻鲜太仓。

随着高铁的开通，长沙成为苏州的重要
客源地。针对春季长沙来苏的游客，苏州推
出“苏州古城精华游”产品。游客可通过“苏州
旅游总入口”官方线上旅游平台，选购个性
化的产品和服务。串联起来的园林、小巷、水
上游以及美食等产品，可以让游客“懒得做
攻略，照样玩苏州”。

听曲观园游

苏州发来“有声邀请函”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
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今日
在长沙举行招商引资推介会，重点招商引资
领域包括有色金属加工产业、煤电煤化工产
业、食品加工产业、机械装备制造、纺织服装、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

五家渠市地处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
腹心地带， 距乌鲁木齐国际机场26公里，距
乌鲁木齐火车站32公里，是乌昌五都市经济
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丝路花都”“西域
水城”， 是我国通往西亚、 欧洲的桥头堡。目
前，五家渠市拥有国家级五家渠经济技术开

发区、 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兵团级青湖
经济开发区3个园区。

推介会上， 五家渠市的3个园区和50团
对城市开发建设、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等项目
进行了推介。

目前，烽火集团、正大集团、梅花集团、山
东信发集团、重庆金科集团、张裕葡萄酒、中
粮长城等企业已落户六师五家渠市， 形成了
有色金属加工、煤电煤化工、新型建材、机械
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生物科技等产业
共同发展的格局。

“丝路花都”来长招商
重点是有色加工、煤电煤化工等七大产业

开慧微展厅
建成开放
4月23日， 位于长沙市芙

蓉区文艺路街道识字里社区的
开慧微展厅建成并对外开放。
该展厅面积约135平方米， 陈
列有100余件 （幅） 杨开慧烈
士历史照片、 影像、 文字资料
等。 1930年11月， 杨开慧烈
士在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
（现今的长沙市芙蓉路识字岭
路口） 从容就义。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肖辽亮 周玉梅 )21日， 16位即将赴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
预录通知书颁发仪式在吉隆坡顺利举行。
此次招收的16位马来西亚留学生是该校录
取的首批留学生， 也是湖南高职院校的首
批学历留学生。

这16位学生分别选择了电气自动化、
人力资源、 婚庆服务管理、 市场营销、
影视编导、 心理咨询、 旅游管理、 物流
管理、 电子商务等专业。 留学生将在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和生活三年，
毕业后将获得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证书， 并有机会到国内相应的本科院
校进行深造。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谢莹苹）计划录取650人，2064名考生报
考， 总报考人数是计划录取人数的3倍多。4
月21日，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单独
招生考试在该院跳马校区举行，场面十分火
爆。

长沙航院本次单招设有飞行器维修技
术、飞行器制造技术、空中乘务等14个专业，
其中飞行器维修技术、机场运行、空中乘务等

三个热门专业的录报比达 1∶11� 、1∶10� 、
1∶5� 。空中乘务今年因招生计划增加到100
人，相比去年录取率有所提升。单招考试分
为文化考试和技能（综合）测试两项，其中普
通应届高中毕业生只需参加技能（综合）测
试，文化考试参照高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中职对口毕业生及往届生实行文化考
试+技能(综合)测试，报考空中乘务和机场运
行专业的考生须参加专业技能综合测试，体

育特长生须参加体育专项测试。
“上航院好就业”是许多家长让孩子报

考长沙航院的原因。考试现场，两对双胞胎
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的目光。衡阳市铁路
运输职业学校的双胞胎姐妹花杨西琴、杨思
琴都报考了该院的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
来自郴州安仁的张文凤、 张安凤也是双胞
胎，当她们得知要和550名考生一起竞争100
个准空姐的名额，坦言压力挺大。

湖南高职院校
将迎来首批学历留学生

产业项目涌三湘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文琼 冯丽萍）今天，在湖南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市州行———2018年度永州市政银
企合作洽谈会上， 签约意向项目272个，拟
贷金额583.59亿元。这是永州市善借金融活
水浇灌实体经济之花，强力推进“产业项目
建设年”活动的又一成果。

近年来， 永州市高度重视培优金融环
境， 强化资本市场建设， 推动普惠金融发

展，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当天签约的项目突
出该市“六大战役”（脱贫攻坚、城镇提质、
园区升级等）与产业发展，其中“六大战役”
项目244个，拟贷金额499.05亿元。

永州市有关部门表示， 将进一步优化
服务，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金融活促
进经济活，以金融稳保障经济稳，促进政银
企三方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实
现交流合作。

永州政银企合作取得新成果
签约意向项目272个，拟贷金额583.59亿元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王晗)记者
今天从省重点项目———华谊兄弟电影小镇
(长沙)项目部了解到，项目一期意大利小镇
主体建筑已完工， 正抓紧进行装饰和绿化
等施工。按照计划，意大利小镇将于9月28
日正式对外开放， 多场主题演艺活动将陆
续推出。

华谊兄弟电影小镇(长沙)项目位于湖南
湘江新区大王山旅游度假中心内，规划总用
地约1000亩， 总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总

投资超过34亿元。项目分意大利小镇、老长
沙小镇两期滚动开发，规划打造集华谊IP、文
化配套、民宿客栈、餐饮娱乐、特色零售、休闲
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游休闲体验地。

据该项目部负责人介绍， 意大利小镇
占地100余亩，利用大王山自然环境，以山
城阿西西和水城威尼斯为原型， 重塑原有
山地地理环境， 还原文艺复兴前意大利古
镇风情。小镇对外开放后，每年将举办200
场主题演艺活动。

华谊兄弟电影小镇（长沙）一期9月开放
每年将举办200场主题演艺活动

2000余名考生竞逐“蓝天梦”
长沙航院2018年单招火爆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曾佰龙

湘潭市在坚持稳中求进经济发展总
基调的同时，铁腕防治大气污染，“蓝天保
卫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狙击重点行业污染源
湘潭市年初出台了《2018年湘潭市蓝

天保卫战实施方案》，市委书记、市长每周
带队进行现场环境督查，对重点大气污染
行业进行“狙击”，发现问题，立即严惩。4
月17日，当地一家企业就因可挥发性有机
物（VOCs）排放超标，领到一张20万元的
顶格处罚罚单。

面对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湘潭采取
狙击战的方式，通过对大气污染企业入场
说“NO”、对需要整改的企业亮“黄牌”、对
问题严重的企业亮“红牌”的3种战法，目
前减排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湘潭市发改委环资科科长姜志坚说，
目前，市发改委一方面严把准入关，对属
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类和淘汰类新增项
目原则上不予核准、备案，对钢铁、电解
铝、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项目，不以其他
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能项目。
另一方面，从源头上遏制高能耗项目投产
建设。

在这场狙击战中，有的企业受到“黄
牌”警告，有的企业受到“红牌”处罚。以湘
潭高新区为例，“目前湘潭高新区对扬尘
防治不到位的9家公司发放了停工通知
书， 并对20个工地发放了整改通知书，对
一家原材料裸露堆放的公司处以3万元预
处罚，还有一家化工企业彻底退出。”湘潭
市环保局高新区分局局长周巨龙说。

一手抓治理一手抓发展
湘潭市上下齐心步调一致打响“蓝天

保卫战”的同时，政府与企业还形成了一
个共识：只有共同联手抓环境治理，打赢
“蓝天保卫战”， 才能打赢经济建设仗，才
会可持续发展。

记者日前随省里节能专家走进湘钢
厂区时，发现厂区道路比市区主干道还要
干净。原来湘钢最新采购的15台道路清扫
车和5台洒水车已投入使用， 使得厂区内
扬尘减少了30%左右。 湘钢今年拟定环保
投资项目共计15项，累计投资金额达30多
亿元。一边抓环保，一边保生产，今年湘钢
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满负荷生产，
力争坐上全国桥梁钢生产企业的“第一把
交椅”。

江麓集团也在进行着一场“蓝天保卫
战”。 近年来， 该集团投入400多万元，拆
除、改造30多台(套)工业锅炉、窑炉，淘汰
高能耗、高污染设备60多台(套)，企业的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下
降90%以上。今年一季度，江麓集团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订单分别达3.1亿元、0.2亿
元、27.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86%、203%、
135%，实现大幅增长。

湘潭市在安排部署“蓝天保卫战”的
同时，实体经济保持了增长稳定、态势向
好、结构趋优、效益良好的势头。今年1至3
月，全市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652.98亿元，
同比增长11.9%； 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
169.94亿元，同比增长7.2%，高于去年同
期0.3个百分点。

湘潭市市长谈文胜认为， 老工业基
地湘潭在打响“蓝天保卫战”的同时，实
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影响，其“法宝”是长
期坚持产业转型和节能减排的结果，是
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高质量发展的
结果，是“四责四诺”（依责承诺、尽责践
诺、问责督诺、全责履诺）提升执行力的
结果。

铁腕亮剑治环境
———湘潭打响“蓝天保卫战”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汤炼坤） 我省工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不断提高，对产业配套需求增加，社会消费
需求也稳步增长，拓展了全省规模以下工业
发展空间。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一季度
全省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创
近3年各季最高水平，活跃了市场经济。

数据显示，我省规模以下工业主要经
营效益指标均增势良好，其中，主营业务
收入同比增长13.0%， 应付职工薪酬同比

增长12.4%，实现利润同比增长6.5%。
在产业升级持续推进、环境治理力度

不断加大的新形势下，全省规模以下工业
向污染低的制造类行业集中趋势明显，一
季度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增加值分别同比下降10.6%、3.3%，制造
业增加值则同比增长9.4%；各类工业行业
中， 农副食品加工、 竹木加工及制品、纺
织、服装服饰、金属制品、汽车制造等生产
增长迅速。

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下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1%

主要经营效益指标均增势良好，创近3年各季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