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黄
利飞 陈淦璋）证监会今日发布发审
委2018年第82次会议审核结果公
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
请获通过。该行拟在上交所上市，将
成为我省首家A股上市银行。

根据发行方案， 长沙银行本次
拟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0亿股，募
集资金总量将根据实际发行股数和
询价结果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募
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资本，

以提高资本充足率。
长沙银行是湖南首家区域性股

份制商业银行， 位列全球银行400
强， 是湖南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

长沙银行招股说明书显示，截
至2017年9月30日， 该行已设立13
家分行、16家直属支行（不含总行
营业部），共263个营业网点，另有
13家专营机构（小企业信贷中心及
分中心）。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刘
文韬）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在长沙开幕。 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
议。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3项政府专项
工作报告，审议、审查3件地方性法规
草案，1项决议草案和人事任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杨
维刚、王柯敏、向力力、周农，秘书长
胡伯俊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吴桂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
列席会议。

刘莲玉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
议和全国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负责
同志学习班上的讲话精神。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胡奇作了关于全
省就业工作情况的报告，省环境保护
厅厅长邓立佳作了关于2017年全省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以及2018年环境保护目标计划安排
的报告，省财政厅厅长石建辉作了关
于2018年全省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
排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 )的报
告。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胡伯俊作的关于《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
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的决议 (草案 )》的说明，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文富恒
作的关于2018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的审查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副
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曾东
楼作的关于《湖南省物业管理条例
(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法
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
任吴秋菊作的关于《湖南省地方立法
条例 (修正案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
告。

会议听取了麻阳苗族自治县人
大常委会负责人作的关于《麻阳苗族
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报告的
说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侨外委
委员肖莉杏作了审查意见的报告。

会议还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
的说明。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
各专门委员会， 常委会办事机构、工
作机构，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省监
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各市州人
大常委会及部分县市人大常委会负
责同志，部分在湘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和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左
丹）今天，湖南省教育厅对外公布了
《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工作实施办法》。据该办法，我省今
年高考时间为6月7日至8日。 另据
湖南教育考试院官网公布的信息，
今年湖南省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分
数线将于6月26日同时向社会公
布。考生填报志愿时间：本科提前批
志愿（含该批的国家专项计划）6月
26日至27日填报， 其他批次志愿6月
26日至7月1日填报。招生录取工作
7月8日启动。

高考科目设置为“３＋文科综
合／理科综合”，其中“3”指语文、数
学、 外语， 数学实行文理科分卷考
试，外语听力成绩（满分30分）计入
外语总分；“文科综合”指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的综合，“理科综合”指物
理、化学、生物的综合。语文、数学、
外语各科试卷满分均为150分，文

科综合／理科综合试卷满分为300
分，总分750分。以上科目试题由教
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制。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一定要
诚信高考，考生在高校招生考试（含
全国统考、 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
织的招生考试） 中的各种违规行为
的处理，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
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
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执行；涉嫌犯
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省教育考试院将考生在
高校招生考试中的违规事实客观
记入其《考生诚信档案》，作为考生
诚信考试记录的重要内容。诚信考
试记录作为考生电子档案的一部
分，将在录取时提供给高校作为重
要参考。 高校在认真审阅考生诚信
考试记录等信息的基础上， 决定考
生录取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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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四次会议

杜家毫主持

6月7日高考开考
考生诚信考试记录将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陈
淦璋）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城镇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推进会
获悉，我省已建成10个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含2个二期工程），日处
理能力达1.205万吨，生活垃圾焚烧
占比达37%，成为纾解“垃圾围城”
“垃圾围村”问题的重要途径。

随着我省城镇化快速推进，原
有粗放的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处置
方式，已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以
技术成熟、减容减量90%以上的绝
对性优势， 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提出，到
2020年底， 设市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 要占总处理能力的
50%以上。

自2017年省政府在益阳召开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现场会
以来，各地不断加快相关项目建设。

长沙市、永州市、株洲市、常德市二
期、澧县、郴州市二期项目陆续建成
投产， 全省已建成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增至10个，新增生活垃圾日
处理能力0.795万吨。其中，位于望
城区桥驿镇黑麋峰的长沙市生活垃
圾深度综合处理（清洁焚烧）项目于
2017年底建成投产，设计日处理规
模0.5万吨，是我国一次性建成投产
规模最大、 单台焚烧炉处理量最大
的垃圾焚烧厂。

目前，岳阳市、汨罗市、湘乡市、
耒阳市、溆浦县等5个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已相继开工建设， 规划投
资23亿元，设计日处理能力0.425万
吨。这些项目投产后，我省生活垃圾
焚烧日处理能力将达到1.63万吨，
焚烧占比达50%。

省住建厅介绍，“十三五” 期间
我省还规划了一批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设计日处理能力2.79万吨，
将全面覆盖14个市州。

纾解“垃圾围城”“垃圾围村”

全省建成10个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日处理能力达1.205万吨，生活垃圾焚烧
占比达37%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他走了，最后一刻还在为学生求
解数学难题。

他走了， 永远离开了耕耘36年
的讲台， 留下了60余万字的教学笔
记。

他走了，走得如此匆匆，来不及
给家乡小学的孩子送去承诺好的书
籍， 来不及送朝夕相处3年的爱徒走
上高考考场，来不及照顾八十高龄的
双亲……一切都没来得及！

他走的那天，1000余人自发赶
来为他送行，市委书记、普通百姓都
为他敬献花圈，长长的送行队伍“惊
动”了整座城市。

他， 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和苏步青数学教育奖获得者 、益
阳市一中高三班主任、数学教师、
数学奥赛教练胡进文， 去世时年
仅56岁。

5月10日，时隔近两月，当记者
来到他生前工作的地方———益阳市
第一中学时，他的同事、学生，提起他
依然泪流满面。

“怎么就这样走了 ，
撒手不管我们了呢？”

胡进文的生命定格在2018年
3月14日。

那天上午8时， 为给自己的爱徒
刘晖老师鼓劲，他来到了益阳市2018
年高三数学学科会公开课现场，听课、

评课。随后，一如既往地给学生上课、
备课、答疑。当晚9时30分，他带着学
生请教的难题回家，继续解题。晚9时
56分，他给在桃江看望岳父的妻子张
跃辉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3月15日，时近中午，一贯早早
来校的胡进文，仍未到校，电话也无
人接听。高三年级组组长周轶、教师

罗令感觉发生了意外，赶紧与胡进文
的妻子联系，然后赶往他的家。

这是令人无比悲痛的一幕：备课
的电脑开着， 胡进文半躺在床上，左
手持书捂着胸口，右手保持着握笔的
姿势，一支笔杆掉在地上，床上散落
着资料和试卷……突发性大面积心
梗夺去了他的生命。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 这正是胡进文老师的真实写照。”
益阳市一中校长王楚奇悲痛地说。

胡进文担任班主任的1502班，65
个学生个个哭成了泪人。 几名男生跑
到他紧邻教室的小房间， 扑倒在他午
休的小床上， 边哭边喊：“你说好了要
陪我们冲刺高考最后100天的， 怎么
就这样走了，撒手不管我们了呢？”

他任教的另外两个高三年级班
的学生，也是泪流成河。去年中秋他
掏钱买200个月饼给每一位学生的
情景，他抑扬顿挫地讲解数学题的身
影，他鼓励学生的温暖笑容，他批评
学生的严肃样子， 都还历历在目，却
转眼成为永恒。

荩荩（下转8版）

他，将自己燃成一支火炬
———追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益阳市一中教师胡进文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邹
靖方 通讯员 王芳） 为进一步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唱
响“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的时代赞歌， 今天， 由省直工委主
办，省直工会承办，湖南演艺集团、
湖南省歌舞剧院演出的大型音乐剧
《袁隆平》在湖南大剧院上演，省直
单位千余名干部职工观看演出。

大型音乐剧《袁隆平》是由湖南
省歌舞剧院打造的一部追求梦想、
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励志舞台剧。
该剧围绕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成员，
探索杂交水稻生命科学， 最终获得
成功， 为全世界粮食增产作出巨大

贡献的故事展开， 再现了那个特殊
年代主人公所经历的命运颠簸与生
活磨难。

该剧在叙事结构、音乐风格、歌
舞呈现、 剧情演绎等方面有所突破
创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该剧
吸收了湖南民间小调、 湖南地方戏
曲元素，并以《浏阳河》的旋律贯穿
全剧。 其舞台呈现也体现出浓郁的
湖湘地域特色， 景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戏剧进程中相互呼应， 把握音乐
剧的造境特征，运用若干“稻丛”的
挡片移动等， 使时空的切换自然而
流畅。

荩荩（下转3版①）

省直单位开展“红五月”主题活动

音乐剧《袁隆平》感动观众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刘
勇）今天下午，省防指召开防汛会商
会，研究部署当前强降雨防范工作。

25日至27日，湘西、湘北普降大
到暴雨，5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4.11万
平方公里。 据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
29日晚至31日， 湘中以北有一次强
降雨天气过程， 并伴有短时强降雨、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1日开始，

湘西南还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会商会要求，各级行政责任人、技

术责任人、值守责任人、水库及地质灾
害隐患点巡查责任人等必须到岗到

位，履职尽责；必须把确保群众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 总的要求和目标就是不
死人、不垮库、不垮坝、尽量减少财产
损失；要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及时

组织受威胁群众安全转移， 发现灾险
情要迅速、果断处置；各级国土、住建、
水利、安监、气象、防汛部门要加强联
系沟通和信息共享，加强情况反馈，以
便协调指挥决策；要根据汛情，及时
派出工作组，指导重点地区开展防范
工作； 各级各类防汛值班人员必须
24小时值班，全面掌握雨水情、灾情、
险情、工情，为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省防指召开防汛会商会

部署防范月末强降雨

长沙银行IPO过会拟登陆上交所
将成为我省首家A股上市银行

泵站
力助防汛

5月29日， 长沙市
望城区高沙脊泵站建
设现场，工作人员在进
行场内土方回填及浇
筑进水箱涵挡墙施工。
该泵站位于湘江长沙
综合枢纽及沩水水闸
下游，承载着滨水新城
核心区雨水和岳麓污
水处理厂尾水排放任
务。项目于去年10月进
场施工，本月实现电排
泵机调试完毕并通水
成功，防洪泄洪能力增
强，可力助今年防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毛伟冬

摄影报道

高考招生关注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
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
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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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胡进文老师（右）生前在辅导学生。（资料图片） 陈亚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