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阳特大矿难事故问责

5官员被立案侦查
新华社长沙2月21日电 （记者 陈

文广 谭剑）21日， 记者从湖南衡阳市
检察院获悉，致29死6伤的衡阳市霞流
冲“10·29”特大矿难事故5名官员日前
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检察机关确定
为犯罪嫌疑人展开立案侦查。

2011年10月29日， 衡阳市霞流冲
煤矿发生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
成29人死亡、4人重伤、2人轻伤的严重
后果。 事故发生后，衡阳市检察院迅
速介入调查， 并于10月30日对事故背
后涉嫌渎职犯罪一事立案迅速展开
侦查。 近日，衡阳市煤炭工业局副局
长周才平、湖南煤监衡阳分局事故审
理室主任侯乙贵等5人涉嫌玩忽职守
罪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

衡阳市检察院通报 ，经查 ：衡阳
市霞流冲煤矿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
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依法不能进行
生产。 衡阳市煤炭局副局长周才平，
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尹镜明，副科长
柳学群、张晓云以及衡阳煤监分局事
故审理室主任侯乙贵不认真履行监
管监察职责，明知霞流冲煤矿长期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依法采取有效
措施 ， 致使霞流冲煤矿一直违法生
产，最终酿成“10·29”特大事故。

目前 ，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之
中。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诚）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
省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会议上获悉，今
年，全省质监系统围绕经济发展提出
新目标，重点是强化监管力度。 省领
导陈叔红、盛茂林、龚建明参加会议。

今年， 食品行业要重点抓好企
业主体责任的落实，严格准入关，严
格日常监管，强化后处理工作，重点
打击食品非法添加、 使用不合格原
料、无证生产等行为；对特种设备要
积极推进分类监管， 严防重特大事
故发生；要加强农资、建材、危化品、
烟花爆竹等的日常巡查、执法检查、
监督抽查， 力争重要工业品监督抽
查合格率保持在90%以上。 要切实
开展有力有效的专项执法行动，继
续围绕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农资、建
材、汽配、化妆品、家电下乡产品等

开展专项打假活动。 逐步完善以食
品为重点的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
制，也是今年质监工作的重要环节。
关于食品生产监管， 要进一步完善
监管责任体系和考核奖惩制度，层
层签订责任状，严格责任制、责任追
究制及问责制， 对生产条件不具备
的企业一律不得签发许可证， 对企
业违法行为和不合格产品， 一经发
现，坚决依法严肃处理。 此外，今年
将重点抓好长沙、株洲、湘潭、衡阳
等9个市州的检测中心建设，力争尽
早投入使用。

盛茂林在会上要求全省质监系
统要努力构建质监工作的强大合力，
不断完善质监工作体制、加强部门自
身建设、加强质量文化建设。 他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积极支持共同配合，
把质监工作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沙兆华）
今年，我省将以建设“两个体系”为
中心，以八大工程为重点，促进残疾
人事业城乡统筹发展。 这是记者今
天从省残联第五届主席团第五次会
议暨2012年全省残联工作会议上获
知的消息。 副省长徐明华出席会议
并讲话。

“八大工程” 为：“万人培训工
程”，对2万名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实
用技术培训；“就业工程”， 全年新增
城镇残疾人就业9000人；“万人托养
工程”，对1.5万名享受托养服务残疾
人给予补贴；“万村补助工程”，对1万
个村的残疾人专职委员给予补助；
“康复救助工程”，投资2000万元帮助
2000名6岁以下的贫困残疾儿童实行
抢救性康复；“阳光安居工程”， 完成
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危房改造3000
户，帮助170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

无障碍改造；“启智育人工程”， 扶助
残疾学生2500人以上；“先锋示范工
程”，开展“全省残疾人康复工作十强
县”等系列康复示范区创建活动。

徐明华指出， 残疾人社会保障
体系和服务体系（简称“两个体系”）
建设是解决残疾人困难问题， 提高
残疾人生活品质的根本保证。今年，
要继续健全政策法规体系，为“两个
体系”建设建立制度性保障。要进一
步扩大保障范围， 争取有更多的康
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障。 要加快
建立重度残疾人的特殊生活补助制
度， 落实残疾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养老保险以及新农合、新农保
等各项优惠政策。 要重点做好残疾
人扶贫工作， 确保各项保障和改善
民生、 公共服务政策措施向农村残
疾人倾斜，促进城乡残疾人“两个体
系”建设协调发展。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栾常军）春耕备耕在即。 今天，
全省供销合作社农资供应工作会议
在长沙召开， 分析当前农资市场形
势，部署全年农资供应工作。 副省长
徐明华在会上要求， 全省供销社系
统要积极筹备，确保农资供应“量足
质优价稳”，支持农业生产发展。

据统计，在我省的农资年供应额
中，供销社系统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目前，全省供销社系统自营、加盟的
农资经营网点超过1.6万个， 覆盖全
省大部分乡镇和行政村。

省供销社分析，今年我省农资市
场需求将略有上升， 单一元素的肥
料使用数量进一步减少，多元化、复

合化的高端复合肥使用数量将日渐
增加；省内尿素资源有一定缺口，但
通过加强采购和调运可以弥补。

徐明华指出，我省连年来农业增
产、 农民增收， 供销社系统发挥了
“幕后英雄” 作用。 搞好今年的农资
供应， 全省供销社系统要密切关注
市场动态， 摸清当前库存和各地农
业需肥结构，积极组织化肥资源，做
好储备，确保农资供应“量足质优价
稳”。 各农资经营企业要改进经营服

务方式，做好“售后服务”，利用测土
配方施肥成果，指导、帮助农民测土
配肥、“有的放矢”施肥，减少浪费，促
进农业产出提高。 同时，要深入开展
农资诚信经营店创建活动， 加强对
农资市场的监督管理， 努力净化农
资经营行为。

会议对长沙市望城区杨家山村
农资综合服务站、 衡阳县杉桥农业
服务中心等154家农资零售店授予
“农资经营诚信示范店”荣誉称号。

全省非公经济
党组织达2.8万余个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蒋智平）今天上午，省非公经济组
织党工委在长沙召开2012年第一次全
体委员会议。 会议透露，我省去年新
组建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10000余个。

2011年是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
“集中组建年”，全省非公经济组织党
组织数量由18000多个增加到28000多
个。 一年来，全省非公经济组织党组
织和党员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出
合理化建议1.2万余条，全省非公经济
组织为扶贫助学 、抗灾救灾 、社会公
益事业等捐助资金2亿多元。 其中，直
接组织非公企业向新疆吐鲁番地区、
西藏山南地区 、湘西古丈县 、江西井
冈山等捐助资金500多万元；组织开展
“省会民营企业专场招聘会 ”、“湖南
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近5000家民营
企业提供就业岗位68000多个，达成就
业意向47000多个；深入开展情系“三
区” （山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感
恩“三老”（老党员、老干部和老劳模）
感恩行动，结对帮扶“三老”6000多人。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郭剑虹 熊耘卉）今天上午，省
侨联六届四次全委会议在长沙开
幕。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
微出席会议，勉励大家在服务“四化
两型”中彰显侨界优势作为。

2011年，全省侨联系统以“侨商
侨智聚三湘”为平台服务经济建设，
促成引资总额达80亿元；以“侨爱心
工程”为纽带拓展公益事业，引进海
外慈善资金近千万元； 加强对外交
流，在全国率先成立“湖南省侨联海
外侨社团联谊总会”，“亲情中华”主
题活动成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重要
品牌。目前，全省7所高校及三一集团
成立了侨联，32名国家 “千人计划”
者、83名省“百人计划”者落户湖南。

李微微强调， 全省各级侨联要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有关侨联
工作精神，以“同心”思想为引领，引

导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切实把思想
认识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精神上来，
把智慧力量凝聚到推进 “四化两
型 ”、实现 “两个加快 ”宏伟目标上
来。 要在服务“四化两型”建设中汇
聚侨界力量，彰显优势作为，引导侨
资更多投向“三农”、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
等领域， 大力协助引进海外高层次
人才， 并积极支持海外人才回湘创
业创新。 要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中彰显侨联作为， 在侨
界群众中大力弘扬 “湖南精神”，使
之转化为推进湖南发展的实际行
动，并不断搭建与海外侨胞沟通、联
谊的新平台。 要在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中发挥侨联优势， 确保广大侨界
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要加强自
身建设提升工作水平， 真正把侨联
建成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之家。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黄纯芳）
今天上午，省委办公厅召开“零失职、
零差错、零容忍”活动动员大会。 省
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易炼红出席并
讲话。

为全面提升省委办公厅工作科
学化水平，今年起，省委办公厅在各
单位、处室中，部署开展“零失职、零
差错、零容忍”活动。 零失职，即严格
依规忠诚履职，不推卸责任，不回避
矛盾，不懈怠工作，杜绝一切不作为、
乱作为行为；零差错，即避免因主观
原因产生的一切致使工作秩序 、工
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受到影响和损害
的行为；零容忍，即不容忍、不放过任
何失职和差错行为，一旦出现，不仅
要认真总结教训，而且要严肃问责。

易炼红指出， 要充分认识开展
“零失职、零差错、零容忍”活动的重

要意义， 准确把握开展这项活动的
重点内容。 要全面清理已有的职责
规范，立足于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
科学划分工作岗位，明确界定职责，
确保工作不出现“断档”和“真空”；要
强化“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
问责，无为也要问责”的基本理念，准
确阐明失职和差错行为； 要严格实
行奖惩措施，建立健全奖优罚劣、创
先争优的激励约束机制， 努力实现
确保政务顺达高效、 确保服务有序
高质、确保内外和谐共事、确保队伍
素质不断提升、 确保各项工作争创

一流的目标任务。
易炼红强调，全厅各单位各处室

要高度重视，周密安排，精心组织，抓
好落实。 全厅各级领导要有敢抓敢
管的勇气，敢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集中精力抓好活动； 要把强化督查
作为推动活动的重要手段， 做到严
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约束，确保奖
惩及时到位、 失职和差错行为追究
到底； 要狠抓具体活动方案的制订
和落实， 全面提升办公厅工作科学
化水平，努力开创新形势下“三服务”
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
年，我省将进一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全省城乡低保月人均救助水平将分
别达到243元和98元以上，完成10万户
农村危房改造和200所乡镇敬老院扩
改建。 今天召开的全省民政工作会议
对民生工作进行部署。 常务副省长于
来山发表书面讲话。

今年， 我省城乡低保月人均救助

水平将比上年分别增长 27%以上和
32%以上， 农村五保户年分散供养标
准增至2000元。完善各项救助制度，在
9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推行医疗救助
“一站式”即时结算，并积极开展普惠
型大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

会议要求，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特别是城中村、
新建小区、 流动人口聚集小区的服务设

施建设。 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对符合
条件的社会组织要指导建立党组织。 完
善社会组织扶持政策，积极推进政府向社
会组织购买服务，探索设立社会组织发展
基金，开展“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试点。

于来山在书面讲话中指出， 民政
工作是上为党和政府分忧， 下为基层
群众解难的德政善举， 肩负着光荣的
使命，也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当前要继

续发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兜底作用，
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着力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 各级党委政府要切
实加强领导， 着力推进民政事业的全
面、协调、持续发展。 要把民政工作放
在重要位置， 及时调研解决民政工作
出现的问题， 在加快经济发展做大蛋
糕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不断加大对民政事业的投入。

今年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胡燕 朱赏姣）今天上午，全省
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暨老干部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在
会上指出， 要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
重、关心、爱护老干部的良好氛围，形
成各级各部门支持老干部工作的强
大合力，确保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

老同志熊清泉、 刘夫生、 王克
英、沈瑞庭、罗海藩、游碧竹、詹顺初
出席会议。

郭开朗指出， 老干部工作是党
的干部工作、 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
强对老干部工作的领导， 切实把老
干部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要全面落
实各项待遇， 切实帮助老干部解决
实际问题。今年，全省要以纪念干部
离退休制度建立30周年为契机，认

真落实好老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特别要抓好中央和省委出台的一系
列提高老干部待遇政策的落实，切
实把党和政府对老干部的关怀和温
暖落到实处。 要积极为老干部发挥
作用搭建好平台，注意保护好、发挥
好老干部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智
慧优势、威望优势，引导他们积极参
与“四化两型”建设，为全省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要深化
拓展 “发挥五老优势， 进行四项教
育”活动，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广大老
干部积极开展形势政策教育、 党的
历史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公民意识
教育，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行、教育
后代、文化学习和活动上创先争优，
注重在活动的湖南化、 特色化上下
工夫，努力形成长效机制。

会上， 全省老干部工作40个先
进集体和80名先进工作者获表彰。

本版责编 杨又华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程小林 要闻3２０12年2月22日 星期三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何国庆）通过5年努力，我省教育强省
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并在全国率
先形成各市州均有一所本科院校的
办学格局。 这是记者从今天在长沙
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上获悉的 。
副省长李友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自启动教育强省建设以来，我省
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 投入力度空
前加强，仅2011年全省财政教育投入
就达521.6亿元，是2006年的3.7倍。通
过大力调整中小学布局， 优化高中
阶段教育结构， 教育层次结构进一
步优化；实施合格学校建设，全省近4
年投入58亿元， 建成合格学校4721
所，推动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升

了 全 省 教 育 的 综 合 实
力。 积极落实进城务工
人 员 子 女 就 近 入 学 政
策 ， 建立健全家庭经济
困 难 学 生 资 助 政 策 体
系 ， 不仅有效保障了全
省40多万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
利 ， 而且确保了全省无
一人因贫失学 ， 教育公
平进一步得到保障。

有力的举措，推动了
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 去

年一年我省新增普通高校9所，在全
国率先形成各市州均有一所本科院
校、一所以上高职学院的办学格局。
教育普及水平也明显提高。 去年，全
省学前三年幼儿园毛入园率达到
57.45%，比2005年增加20.4个百分点。
小学、 初中适龄儿童入学率分别达
到99.9%、99.6%， 比2005年分别提高
0.87、2.83个百分点。高中阶段教育毛
入学率达到87%，比2005年提高40.62
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3个
百分点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7%，比2005年提高9.22个百分点。

李友志对我省建设教育强省的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 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
渴望越来越强烈， 对教育公平的关
注越来越强烈，这对省教育调结构、
提质量、促公平提出新的挑战。 随着
教育建设向深度广度推进， 改革将
进入“深水区”，一些带根本性的机制
体制问题也将凸显， 教育发展面临
更大挑战。 今年我省将新增教育投
入258亿元，为此，李友志要求，一定
大力继续推进教育改革， 进一步改
善民生，努力提升教育质量，要把教
育经费用在刀刃上。

省侨联六届四次全委会议召开
李微微勉励：在服务“四化两型”中彰显

侨界优势作为

郭开朗在全省老干部工作会议上指出

确保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

春耕备耕在即

农资供应确保“量足质优价稳”

去年新增9所高校

我省率先实现各市州
均有一所本科院校

强化监管力度 形成强大合力
2012年质监工作目标确定

2月20日，杨华在家中陪丈夫李清佑练书法。 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道竹山园社区80
岁的李清佑和75岁的杨华一直相濡以沫，退休后两人一起锻炼身体，练习书法，学习舞
蹈，家庭连续10多年被评为区里的“五好家庭”，是左邻右舍公认的“幸福夫妻”。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胡静 摄

说基层镜

幸福夫妻

省委办公厅开展“零失职、零差错、零容忍”活动

严肃问责失职和差错行为

实施八大工程 建设“两个体系”
推进残疾人事业城乡统筹发展

2月 21日晚 ，
2012年长沙市优秀
剧目天天演第三轮
湘剧周首场演出
《打猎回书》， 在湘
江剧场精彩上演。
该市采取政府出
钱、 百姓看戏的方
式， 轮番上演一批
优秀剧目。全年300
余场免费演出，给
长沙市民献上精彩
的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城乡低保月人均救助水平将分别达到243元和98元以上
●完成10万户农村危房改造、200所乡镇敬老院扩改建
●9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推行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