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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招生关注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何国庆）
今天，我省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经
省普通高校招生委员会审定， 各科
类、 各层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正式向社会发布。今年本科3个批次
的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 除文史类
本科二批降低1分外，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提高。 其中一本文史类562分，
同比提高5分；理工类522分，更是
大幅提高27分。

今年文史类最低控制线为：本
科一批562分； 本科二批501分；音

乐类本科二批文化344分，专业209
分；美术类本科二批文化402分，专
业225分；体育类本科一批文化421
分，专业266分，本科二批文化359
分，专业246分。

理科类：理工本科一批522分，
本科二批442分； 音乐类本科二批
文化312分，专业201分；美术类本
科二批文化328分， 专业223分；体
育类本科一批文化386分， 专业
260分，本科二批文化333分，专业
229分。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何国庆）
今天， 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今年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盘子”。今年
全国共有1536所普通高等学校计
划在我省招收新生27.9万人， 录取
率波动不大。

招生计划按科类分，文科类（含
艺术、 体育） 计划 11.8万人，占
42.3%，理科类（含艺术、体育）计划
14.5万人，占52%，职高对口类计划
1.6万人，占5.7%；按学历层次分，本
科计划13.9万人，占49.8%，专科计划

14万人，占50.2%；按计划来源分，中
央部委高校计划1.9万人，占6.8%，外
省属高校计划4.4万人， 占15.8%，省
属高校计划21.6万人，占77.4%。

去年，全国1508所普通高等学
校在湘共计录取新生317954人，录
取率为85.3%， 其中本科录取率为
41.7%。按照目前公布的招生计划，
今年在湘招生计划总数与去年基本
持平， 由于录取过程中高校还有追
加计划和计划增投量， 预计今年录
取率和去年相当。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夏似飞
贺佳 田甜）6月23日至25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彭清华，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主席陈武率自治区党政代表
团来湘考察，两省区在长沙举行经济
合作交流座谈会。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省
长杜家毫出席上述活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黄道伟、范
晓莉、邓卫平、覃瑞祥、陈刚、张秀隆，
省领导黄建国、韩永文、易炼红、张文
雄、陈君文、盛茂林、王晓琴参加考察
或出席座谈会。

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两省区签
署《关于进一步深化湘桂合作框架协
议》以来，双方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中国—东盟博览会、湖南经济合作洽
谈会暨湘商大会等为平台， 在经贸、
交通、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取得了
丰硕的合作成果。

在两省区经济合作交流座谈会
上，徐守盛说，广西近年来推动改革发
展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精神， 值得湖南
认真学习借鉴。 湖南和广西是山水相
依的“好邻居”，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
趋势，进一步深化两省区交流合作，既
有坚实基础又面临重大机遇， 共同打
造区域合作典范，符合两地长远利益。

徐守盛就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
务实推动深化合作提出五个方面的
意见。 一是加强铁路、 高速公路、水
运、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省际
对接合作；二是加强优势特色产业合
作，携手推进钦州(湖南)临港产业园
建设； 三是在推进片区扶贫攻坚、创
新扶贫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强交流、密

切合作；四是加强内河经济带建设合
作，推动口岸大通关合作，加快构建
区域合作快速通关机制，携手开拓东
盟市场； 五是建立完善党政引导、市
场主导、企业主体、商会主倡、社会参
与的区域合作机制。

彭清华说， 我们这次来湖南，是
一次访亲之旅，通过上门“走亲戚”，
感谢湖南多年来对广西发展给予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 是一次洗心之旅，
在韶山的参观学习，是一次灵魂的洗
礼，一次党性的升华，一次精神上的
补钙；是一次学习之旅，湖南转型发
展的气魄、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长
株潭城市群和两型社会建设的成功

经验，都对广西很有借鉴意义；是一
次合作之旅，广西将进一步密切与包
括湖南在内兄弟省区的联系，推动交
通、产业、生态等更多领域交流合作
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杜家毫与陈武分别介绍了两省
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代表两省区
政府签署了《关于加紧落实进一步深
化湘桂合作框架协议的会议纪要》。
他们表示，湘桂两地山水相连，人缘
相亲。当前，两省区处于进一步加快
发展的阶段，面临转型发展、产业升
级的相同任务，完全可以立足良好合
作基础， 进一步深化在产业发展、交
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生态

建设、海关出口、文化旅游、会展商务
等方面的合作，致力推动两省区交流
合作迈上新台阶。

在湘期间，广西党政代表团一行
来到长株潭三市，实地考察了我省推
进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两型社会
建设、加快改革发展特别是推进新型
工业化等情况。 代表团成员表示，长
株潭城市群建设与广西北部湾城市
群建设有许多相通之处，两省区在进
一步加强产业对接合作， 共同推动低
碳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潜力巨大。考察期间，代表团一行还专
程来到韶山，瞻仰了毛泽东同志故居，
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了花篮。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王晶 李强）6月24日， 随着
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4亿多元贸
易融资的落地，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
南省分行表内贷款余额已突破400
亿元，达到402.43亿元。

作为政策性银行，2006年 12
月， 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成
为进出口银行在中部地区布点的第
一家省级分行。 该行贷款余额从29
亿元起步， 先后支持了湖南有色完
成省内首笔海外收购项目、 中联重
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华菱集团
收购澳大利亚FMG公司部分股权、
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
等一大批具有战略意义和重大影响
的“走出去”项目，累计在湘投放信
贷超过1000亿元。

今年以来， 该行加大对省内企

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提供近25
亿元贷款支持华菱集团、 中联重科
等企业的境外投资； 加大对省内重
点建设项目、出口加工园区、旅游文
化产业国际化等基础设施的信贷投
放力度，先后向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沪昆高铁、省内园区、华菱汽车板等
项目提供超过30亿元的贷款；并在
支持新华联石油、蓝思科技、金旺铋
业等一批省内进出口大户融资上取
得重大突破。目前，该行信贷区域遍
及全省，业务范围涉及交通运输、装
备制造、钢铁、有色金属、工程建筑、
新能源、农业、旅游文化等领域。

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王
一兵表示， 该行将继续加大对省内
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客户的支
持力度， 进一步支持湖南省开放型
经济发展。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全国首家云媒体手机平台“无线湖南”
将于7月2日在长沙上线。届时，湖南的
手机用户只需下载“无线湖南”的客户
端，便可在手机上浏览最新湖南新闻、
政策动态， 还可享受本地购物、 找工
作、找房子、看电影等各种生活服务。

“无线湖南”是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基
于移动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的全国首
家云媒体手机平台。 作为新闻和生
活类无线媒体， 该平台定位于湖南

第一移动生活门户， 主要服务于湖
南的智能手机用户。

记者点击“无线湖南”的手机客户
端看到，界面上已开设了新闻、专题、视
频、爆料、公交、找房通、电影、乐购、彩
票、农家乐、招聘等多个板块的内容。

据介绍，7月2日“无线湖南”上
线发布当天， 还将召开我省首届移
动互联价值峰会。届时，国内互联网
技术、产业、投资界的领军人物，将
就传统企业如何实现移动互联网创
新进行专题研讨。

我省连续14年
耕地占补平衡

在国务院组织的历次
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考核中，均名列前茅

本报6月25日讯 （记者 曹娴 ）
今天是第24个全国土地日， 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耕
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

近年来，我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切实保护耕地。将耕地保护
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作为领导干
部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在国务院组
织的历次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考核中，我省均名列前茅。要求各类建
设占用耕地项目在报批用地前，必须
先行完成耕地补充，做到先补后占。建
设用地审批中确需占用基本农田的，
一律上报国务院审批。省本级每年储
备补充耕地指标3万余亩， 对长沙、湘
潭等无法在当地实现占补平衡的市州
实行易地补充，全省连续14年实现耕
地占补平衡。 （下转4版①）

“两迁”害虫、稻瘟病
暴发流行风险大增

“虫口夺粮”
保早稻收成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张尚武）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厅获悉，早稻抽穗
扬花期多雨，“两迁”害虫（稻飞虱和
稻纵卷叶螟） 和稻瘟病流行风险大
增。省植保站发出农作物病虫灾害预
警，各地“虫口夺粮”保早稻收成。

今年5月以来，我省多阴雨天气，
先后发生6次强降雨过程。6月中下旬
的强降雨，正值水稻抽穗扬花期，对早
稻夺高产构成影响。 受强降雨影响，

“两迁”害虫受阻落点我省，水稻病虫
害暴发流行风险大增。 （下转4版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代表团来湘考察

打造区域协作典范
推动湘桂共同发展
徐守盛彭清华杜家毫陈武出席两省区经济合作交流座谈会

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本科3个批次，文史类二本略降，其他均有

提高
●一本文史类562分，比去年高5分；理工类

522分，比去年高27分

1536所高校
计划在湘招生27.9万人

计划总数与去年持平，预计录取率波动不大

倾力支持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

进出口银行
在湘贷款余额突破400亿

累计投放信贷超过1000亿

华声在线打造的全国首家云媒体手机平台

“无线湖南”7月2日上线
可提供新闻、购物、求职、找房等各类服务信息

6 月 25
日， 花垣县
消防、交通、
医卫等部门
联合组成的
应急抢险队
开展尾矿库
山洪地质灾
害防御应急
抢险演练。

龙恩泽
龙银慧

摄影报道

勇于担当 全面履职
———省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纪实

图为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通讯员 郑亚邦 刘学先
本报记者 乔伊蕾

数月前被查处的衡阳破坏选举
案， 震惊全国。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
下， 省委依纪依法对案件进行了严
肃查处，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对于此案中暴露出党委在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方面存在的问
题，省委高度重视、全力整治。去年
以来，省委领导班子从自身做起，履
行“一岗双责”，紧紧抓住党风廉政
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严把
选人用人关， 不断加大惩处腐败力
度，确保各级党委全面正确履职。

率先垂范履“双责”
在省委班子的示范、号召下，全

省各级党委积极行动， 将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放在心上、 扛在

肩上、抓在手上。
今年两会期间，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接受记者专
访时说：“党委书记作为党风廉政建
设第一责任人，首先是管好班子，带
好队伍，做好表率。”5月7日，徐守盛
在全省召开的党纪条规教育电视电
话会议上亲自为党员领导干部讲授
廉政党课， 要求全省时刻紧绷廉洁
从政这根弦， 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
建设的责任。他坚持从严抓班子、带
队伍， 经常与省几大班子成员交心
谈心， 并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加强对
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

省委班子成员们积极履行“一
岗双责”，认真抓好各自分管领域的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省委不断加强
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领
导，将党风廉政建设任务进行分解，
层层签订责任状，促进责任上肩、任

务落实； 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
严重问题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去年全省共对494人实行了责任追
究；修订《省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出
台《关于贯彻落实“三重一大”集体
决策制度的若干意见》，作出重大决
策前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确
保民主科学依法决策。

全省各级党委纷纷响应省委领
导班子号召， 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主体责任放在日常工作的首要位
置， 对党风廉政建设常研究、 抓具
体，各自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无论
是党委、纪委还是职能部门，都在年
初对各自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进行签字背书。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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