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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为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
民办教育健康发展，1月24日,《湖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
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下发，将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
行为，实行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
营利性民办学校

据统计，我省民办学校（教育机构）目前
已达16386所，在校学生达282.05万，体量位
于全国第一方阵。《实施意见》提出，义务教
育阶段要始终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体，适度
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同时， 对民办学校建立分类管理制
度， 实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实
行差别化扶持政策，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
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鼓励捐资办学。 但
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
学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不取得办学
收益，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 营利性民办
学校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办学结余依

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分配。民办学校的举办
者自主选择后， 依法依规按时办理分类登
记。

民办学校学生
同等享受资助政策

为鼓励社会办学，《实施意见》提出放宽
办学准入条件，加大扶持力度，相关扶持资
金纳入财政预算。同时，可以采取购买服务、
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和出租、转让闲置国有
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支持；对非营利
性民办学校还可以采取政府补贴、 基金奖
励、捐资激励等扶持措施。

对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按照不低于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的标准给
予补助，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同步、
平等享受“两免一补”政策。民办学校学生与
公办学校学生按规定同等享受助学贷款、奖
助学金等国家资助政策。

民办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关
税收优惠政策， 建设用地按科教用地管理。
民办学校教师在资格认定、职务评聘、培养
培训、评优表彰等方面与公办学校教师享有
同等权利。各地要将民办学校教师培训纳入
当地教师培训计划。

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实行免试入学
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是近几年社会关注

热点。《实施意见》要求，民办学校办学条件
应符合有关规定的设置标准和有关要求，招
收学生应当遵守招生规则， 维护招生秩序，
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要严格执行免试
入学规定，不得组织或变相组织入学考试。

民办学校在筹设期内不得招生，未经审
批机关批准，不得擅自变更办学内容和办学
地址，不得擅自分立、合并。要严格执行收费
公示制度，不得在公示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外
收取其他费用。

我省将积极引导民办学校加强内涵建
设，提高办学质量。 鼓励举办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落实科学保教，防止和纠正学前教育

“小学化”现象；中小学校要执行国家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 坚持特色办学优质发展，满
足多样化需求； 职业院校应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
鼓励举办应用技术类本科高等学校。

我省将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查
处力度，建立违规失信惩戒机制，将违规办
学的学校及其举办者和负责人纳入“黑名
单”，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 � � �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刘勇）省政
府日前公布《湖南省节约用水管理办法》，分
行业对节约用水作出具体规定。 该办法从3
月1日起施行。

工业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用水管理，建立
节约用水管理制度， 使用先进节约用水技
术、工艺和设备，采取循环用水、综合利用及
废水处理回用等措施， 提高水的重复利用
率。 以水为主要原料生产饮料、饮用水等产
品的企业， 应当采用节约用水工艺和技术，
减少制水水量损耗，回收利用尾水。 原料水
的利用率不得低于国家或者省规定的标准。
鼓励火电、钢铁、石化、化工、印染、造纸等高
耗水企业对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回用，降低单
位产品耗水量。

工业园区应当统筹规划建设废污水集
中处理和回用设施， 提高废污水的再生利
用。 鼓励工业园区企业间推行串联用水、一
水多用和循环利用等节水技术，建设节水型
企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水资
源条件，制定农业节约用水实施方案，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灌溉管理，因地制宜发
展喷灌、渗灌、滴灌等高效农业节水灌溉方式，
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减少农业灌溉用水损
耗。

洗浴、洗车、游泳场馆、高尔夫球场、高
速公路服务区、人造滑雪场等场所应当采用
低耗水、循环用水等节水技术、设备和设施。

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企业应当优先采
用节水型器具和设备，逐步淘汰耗水量高的
用水器具和设备。

城市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市政用水应
当优先使用再生水、雨水等水源；有条件使
用江河湖泊水、再生水的，不得使用自来水
或者从消防用水设施取水。 消防、环境卫生
等市政设施的产权人或者管理责任人员，应
当加强对消防、环境卫生用水设施的日常维
护管理，防止水泄漏、流失或者挪用。

公共供水企业应当加强对供水设施的
维修管理，定期对供水管网进行巡查，发现
供水管网漏损或者接到漏损报告后应当在4
小时内赶赴现场处理。公共供水企业管网漏
损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春节越来越近， 双牌县五里牌镇全家洲
村不少人家，贴春联，挂灯笼，年味渐浓。

1月23日， 记者走进村民邓小应一家，邓
小应与单由德显得格外开心， 正齐心协力把
“家和万事兴”的红灯笼挂在大门上方。 望着
红红的灯笼，一家人开心地笑了。

知情人介绍， 这是一个由两家人组成的
特殊家庭，44岁的邓小应和年迈的母亲、21岁
的女儿邓锦华是一家人， 来自本镇大叶江村
的村民单由德和妻子陈淑华是一家人。 今年
是他们两个家庭在一起生活的第10个年头，
也是连续第9年在一起过年。

心存感恩 回报他人
非亲非故的两个家庭为什么会生活在一

起？
事情还得从2006年说起。 那一年，邓小

应、单由德同在本县一家竹木加工厂打工，邓
小应烧锅炉，单由德干杂活。 朝夕相处，两人
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有一天，邓小应发现单由德突然不来上班
了。 邓小应觉得奇怪，决定到单由德家看看。

眼前的一切让邓小应惊呆了： 单由德的
妻子陈淑华和他们唯一的女儿都患先天性脑
瘫，女儿双腿残疾无法行走，房子摇摇欲坠。
单由德的支气管炎病情也加重了。

邓小应那颗善良的心，被强烈地刺痛。他
当即提出，让单由德带着妻子和女儿，住到他
家里去。 但被单由德谢绝。

从那以后， 邓小应经常带着生活用品去
看望单由德一家人，帮着下地干活。

为了照顾方便， 邓小应后来又多次劝说
单由德搬去和自己家人一起住。 见老朋友如
此真诚，单由德终于在2010年12月12日这一
天带着妻子、女儿搬到了邓小应家。

刚开始， 邓小应的善举并没有得到村民们
的理解，甚至还有人说风凉话。但邓小应并没有
因此动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不少人无私地
帮助过我，现在，我理应帮助别人。 ”

原来，邓小应从小家境不好，他的女儿3
个月时，妻子出走，音讯全无。不久，邓小应的
父亲离世。 邓小应一个人抚养女儿， 赡养母
亲,日子过得也很不容易。 偏偏这时，邓小应
患胸膜炎，无法下地劳动，好在一些村民们经
常接济他。双牌县环保局的张金鸾，还主动把

邓小应父女俩接到家里，提供免费食宿，并自
掏腰包帮邓小应看病， 直到两年后邓小应身
体康复。

社会温暖，其乐融融
记者在邓小应家看到， 家里有紧挨在一

起的3间新砖瓦房和两间旧木板房。房内陈设
虽然简单，但是很整洁。

据介绍，单由德一家人刚来那几年，两家
人都挤在那两间旧木板房里。

如今的情况已发生变化。 邓小应说，那3
间新砖瓦房，一间是客厅。一间是邓小应的女
儿住，现女儿在深圳打工；一间是单由德夫妇
住。 邓小应和他的母亲则住在那两间旧木板
房里。“既然答应照顾他们，就一定要用心，一
定要让他们开心。 ”邓小应坦诚地解释。

单由德一家人的到来， 让邓小应一家更
加热闹，大家相处很融洽。在深圳打工的邓锦
华经常给单由德夫妇购置新衣。 此时,社会的
大家庭也没忘记这个特殊家庭， 给予了他们
特别的关爱。 洛湛铁路双牌站铁路派出所于
2011年优先聘用邓小应为铁路线路保安；县
里也为单由德夫妇解决了低保。

2012年，对于这两家人来说，是很高兴的
一年，国家支持兴建保障性安居住房。邓小应觉
得好日子来了，他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又
找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加上国家支持的1.2万
元。 终于在两间旧木板房旁建起3间新砖瓦房。

房子建好后如何安排， 邓小应拿出了自
己住旧木板房的方案， 没想到获得了女儿和
母亲的全力支持。

“小应在老家给我建的新房比这还要
好。”正当记者心里为单由德夫妇日子过得舒
心而高兴的时候，单由德说的一句大实话，再
次令人动容。 他还拿出一本房产证作证。

原来， 单由德夫妇虽然在邓小应家慢慢
住习惯了，但他们还是时刻牵挂自己的家，担
心老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倒塌。 在了解到夫妇
俩的心思后， 邓小应主动提出帮单由德改建
房屋。政府有关部门又及时给予资助，解决危
房补贴1.35万元， 邓小应又东凑西借7万多
元。 2015年11月，单由德家的新房子竣工。

又要过年了, 一些村民和社会爱心人士为
这个特殊家庭纷纷送来温暖。 村里还支持他们
发展葡萄产业，2018年， 邓小应的2.7亩葡萄实
现纯收入1万多元。他们的生活现在似葡萄一样
甜蜜。

� � �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消息，2018年全省发生各类
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639起， 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与上年比均实现下降。

省应急管理厅对全省14个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9个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形势有所好转或持平。 去年，我省强力推进落后
产能淘汰，煤矿、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大批安全
生产隐患得到有效治理； 探索危化品综合治理
长效机制，重点整治、淘汰了一批安全保障能力
差的危化品企业，全省煤矿、烟花爆竹、化工等行
业领域事故起数、死亡人数都有了大幅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我省较大事故多发
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暴露出我省事故
防控、隐患治理仍存在漏洞，安全生产形势不
容乐观。随着生产能力和规模持续扩大，省内

人流、物流、车流大量增加，道路运输业成为
我省安全事故高发领域， 全年发生事故302
起，占比高达47%。

省应急管理厅表示，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年末岁尾历来是安全生产事故多发之时，出
行和大型集会活动增多， 烟花爆竹、 道路交
通、 供暖供气等都进入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时
段，安全生产不确定因素增加，全省应急管理
部门将强化对煤矿和非煤矿山、 危化品和烟
花爆竹、 采空区和尾矿库等重点行业安全监
管，会同有关部门加大道路、铁路、水路等交
通安全和建筑施工、 消防等行业领域监管执
法力度，加强对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严
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 杜绝重
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故，防范自然灾害导致
人员伤亡，坚决守住稳定向好的安全态势。

� � � �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刘玮）
我省积极推动农民工就业创业， 不断促进农民工市民
化。 截至2018年12月底，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规
模达1592.3万人，比2017年增加41.4万人。

我省着力拓宽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 通过大力推动就
业扶贫基地创建与扶贫车间建设等，发展载体吸纳就业。目
前全省建成省级、市县级就业扶贫基地537家，吸纳2.2万名
贫困劳动力就业；有各类就业扶贫车间1692个，吸纳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就业2.78万余人。

通过发展家庭服务业扩大就业。 如举办家政服务对接
扶贫活动，推动武陵山片区家庭服务龙头企业与省家服业协
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促进劳动者在家服业就业创业。 目前
全省各类家庭服务业态企业6048余家，从业人员达60万人。

深入开展“春风行动”，广泛邀请省内外企业进场招
聘，将招聘会开到乡镇，把岗位送到农民手中。 据统计，
“春风行动”期间，全省组织面向农村劳动者的免费专场
招聘会1260场，实现县内就地就近就业16万人，县外省
内转移就业8.51万人，跨省转移就业7.09万人。

我省还着力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综合运用
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法人机构释放资金约305亿元，2018
年1至10月，全省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150.1亿元，办
理再贴现104亿元，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1.3亿元， 共支持
9020人创业，带动34172人就业；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降低创业门槛，引导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落实促进就
业税收优惠政策，2018年1至10月， 减免税收1612万元，落
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收45.3577亿元，支持三农
建设减免79.31亿元，减免企业所得税238.79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1月23日，农历十二月十八。 腊月飘香,年
味渐浓。然而，民营企业衡阳建衡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建衡实业”）的低铁硫酸铝生产
车间一派繁忙。 每月1000吨销往伊拉克的水
处理产品硫酸铝正在抓紧生产。

“由于购货方对产品质量要求较高，前不
久企业经过研发， 特地对生产工艺进行了升
级，目前正在满负荷赶进度。 ”低铁硫酸铝车
间主任徐明乃信心满满地说，“随着中东市场
的开拓，建衡实业‘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更加
开阔，今年的生产任务会更重。 ”

信心的后面， 是企业技术和产品在国际上
领先的优势日益突出。建衡实业的前身，是1958
年建立的原衡阳市建衡化工厂。几十年风雨，历
经沧桑，2003年改制组建衡阳建衡实业有限公
司。改制也让企业获得强大活力，他们瞄准水处
理领域展开技术攻关，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走出一条“技术专利化，产品标准化”创新之路，
企业也实现转型发展、脱胎换骨，脱颖而出成为
全国铝盐行业龙头企业和全国领先的水处理产
品供应商，产品所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

“硫酸铝、聚氯化铝、明矾、聚合硫酸铁、
试剂硫酸等多种产品在市场上一炮打响。 ”公
司总工程师王开宝欣喜地说， 在饮用水处理
方面， 同行业用药量一般是每千立方水消耗
35公斤左右。“建衡实业一般是在20公斤左
右，这个指标远远低于其他厂家。 ”

“产品质量、品牌已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
认可，这十多年来，企业都保持着30%以上的
增速。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何青峰说，尤其是
这两年，产品供不应求。 目前，企业产品在国
内市场占有率已经多年稳居榜首， 并出口到
东南亚、非洲及中东等地区。

目前，该公司水处理系列产品年产能达50
万吨，产值达5亿元。去年底，企业成功获得了明
矾“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同时，还成为全
国铝铁盐行业生产规模最大、工艺技术及制造
装备最先进的龙头企业，并主持制定了水处理
剂7项国标和3项化工行业标准，一跃成为亚洲
最大的铝铁盐水处理剂生产基地。

据何青峰介绍， 在国家大力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春风吹拂下， 建衡实业将以科技创
新和技术进步为支撑，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实
现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环保化发展，积极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向全球领先水处理产
品供应商的目标进军。

“今后，我们要把整体产业往上下游进行
延伸，做精、做强。 ”何青峰说，再利用衡阳松木
工业园循环经济的优势，把整体的配套全部做
好，满足客户对污水处理日益增加的需求。

权威发布

省政府出台文件规范民办教育

我省出台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分行业对节约用水作出具体规定

� � � �双牌县五里牌镇两个非亲非故的贫困家庭，生活在一起。
今年春节，将是他们连续第9年在一起过年———

特殊家庭乐融融

2018年全省安全事故“双下降”

民营企业
有力量

目标：全球领先水处理产品供应商
———来自衡阳建衡实业有限公司的报道

去年新增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41.4万人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总规模达1592.3万人

我省评选出30条（座）“美丽河湖”
邵阳、郴州各3条（座），其他市州各2条（座）

� � � �近日，长沙市第三医院收治了一名全足脱套伤的患
者。 手术期间，因手术台的调整角度受限，为获得更好的
手术视野，方便手术，副主任医师王康跪在地上为患者
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手术。 图为医师王康跪在地上为患
者手术。 曹广莉 摄

跪着手术
8小时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学生同步、平等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 � � �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刘勇）省河
长办组织开展的“水美家乡———美丽河湖”
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经过活动征集、活动初
选、网络评选、专家评审4个阶段角逐，30条
（座）“美丽河湖”最终胜出。

这30条（座）“美丽河湖”是：长沙市的松
雅湖、大溪河官渡段，衡阳市的洣水（衡东

段）、桃花港，株洲市的湘江株洲市城区段、
万丰湖，湘潭市的紫荆河易俗河镇段、涟水
河湘乡市城区段，邵阳市的罗涧河、深度江
宝瑶村段、颜岭水库，岳阳市的南湖新区南
湖龙山段、汨罗江汨罗市段，常德市的穿紫
河、翦家河，张家界市的溹水（武陵源段）、大
溪（马头溪)，益阳市的南县南茅运河、沅江

市城区五湖，郴州市的东江湖、西河、便江，
永州市的萌渚水涔天河国家湿地公园河段、
湘江祁阳县城东段，怀化市的溆水溆浦县思
蒙段、 水芷江县城段， 娄底市的深江河锁
石镇段、宗流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
酉水河保靖段、长潭岗。

据悉， 省河长办接下来将对这30条
（座）“美丽河湖” 进行广泛推介， 以进一
步宣传我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成效，提高
公众对水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参与意
识。

氵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