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一园车翻入水塘
正在进行救援

本报7月10日讯（沈宣）今天下午5时左
右，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乡金桥村乐乐旺幼儿
园所属园车，在送幼儿回家途中，途经与湘潭
交界处的岳麓区干子村地段时冲入水塘。事
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市有关
领导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救援。目前，长沙市、
湘潭市正在联合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救援。

地铁2号线点爆沿线商机
五一广场、溁湾镇等“老码头”引各路资本

掘金，黎托、望城坡等新商圈远景可期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罗洋） 长沙地铁2号线
开通不足一季，各路资本纷涌而入
抢占好码头。今天，国际房地产顾
问“五大行”之一的DTZ戴德梁行
在长沙发布研究报告称：2号线沿
线，五一广场、溁湾镇、火车站等传
统商圈大规模启动提质拓建，而东
西两端的黎托、望城坡商圈亦远景
可期。

“五虎”闹长沙的商界传奇已
然远去，眼下，地铁1、2号线交会处
的五一广场商圈，即将迎来新的财
富传奇。 戴德梁行的研究报告显
示，位置较好的地铁口商圈，现在
租金可达每月每平方米2000元。
周边， 除了已开业的开福万达广
场， 王府井百货大幅提高餐饮、潮
流服饰等业态比例，友阿集团投资
建设超5万平方米的地下购物中
心。至于万代大厦裙楼、锦绣中环
大厦裙楼，则获开发商注资重新装

修，以“短平快”姿态快速入市。
地铁2号线恰如一根金线，串

起了“大珠小珠”般的商圈。河西溁
湾镇，今年3月绿地地产集团28亿
元拿下“地王”项目，将推建筑面积
41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市综合体，为
商圈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力量。而火
车站-袁家岭商圈，友阿集团拟投
资40亿元扩建友谊商店， 实现与
地铁无缝对接。

戴德梁行长沙公司副总经理
文学介绍， 地铁2号线西末端的望
城坡站，集综合交通枢纽和商业配
套于一体。今后线路往梅溪湖延伸
后，还有“金茂梅溪湖”、“中建梅溪
湖中心”等城市综合体，商业氛围
日渐浓厚。 至于东末端的黎托商
圈，沪昆高铁开通在即，将与京广
高铁交叉， 各界对此前景高度看
好。“作为中原城市群核心增长极
的郑州郑东新区，就是黎托商圈参
考范例。”

代表建议追踪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刘岳◎

要闻 ２０14年7月11日 星期五4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联系点听民声

■创新在基层

本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蒋睿

“终于可以用上水了，再也不用
等到凌晨接水了。”6月底，湘潭市雨
湖区楠竹山镇楠竹社区大屋湾开发
小区居民林钧良，高兴地对前来回访
的楠竹山镇党委书记王跃龙说。

原来， 4月13日， 王跃龙曾来
到其联系点楠竹社区听取群众意见。
当时开发小区居民反映， 由于水压
不够， 小区内3至6楼住户家没有
水， 只能避开用水高峰期， 等到凌
晨接水， 储备一天用水。 听完情况，
王跃龙立即带领镇、 社区干部到现
场， 要求尽快查勘， 对水网进行维
修， 让居民早日用上水。 经相关部
门通力合作， 6月中旬， 自来水终于
流进了居民家。

王跃龙握住林钧良的手说：“这

是关系到你们切身利益的事。不做到
立行立改，群众怎么会满意呢？”

“谢谢镇党委、镇政府为我们百
姓做的实事， 现在镇上变化很大，路
也修了，环境也干净很多了。王书记，
我们社区勤俭村那边还是没有路灯，

看能不能解决呢？”居民汪作说。
“对路灯问题，我们将拟一个初

步方案，将全镇需要安装路灯的地段
统筹考虑、进行解决。”说着，王跃龙
在笔记本上画出了简易规划图。

“太好了，谢谢王书记。相信我们

这个省级示范镇的建设会越来越
好。”居民罗顺宇高兴地说。

“我们住的房子是上世纪50年
代建的， 大部分出现了房顶渗漏、墙
体开裂等现象，现在严重影响到我们
居民的安全。这个是否能列入棚户区
改造呢”、“菜市场的卫生清扫不干
净，夏天来了，异味很大，家里窗户都
不敢开，请问能不能拿出一个整改方
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摆
出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了
不少解决建议。

王跃龙笑着说： “走群众路线，
就是要听取群众的声音， 解决群众
的问题。 如果只管‘听’， 不采取实
际行动， 我们下次再来听意见， 反
映的还是这些老问题。 请大家放心，
我们会认真考虑大家的意见并进行
具体整改的。”

“不立行立改，群众怎会满意”

王跃
龙在群众
家里嘘寒
问暖。
通讯员 摄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罗先忠 龙华国 唐玉
燕）日前，永州市零陵区作风办对
区调纠办一工作人员不请假擅自
脱离上街文明劝导岗位， 给予通
报批评， 并在区政府办公楼大厅
显示屏滚动播出。今年以来，零陵
区在作风建设中重落实、重督查，
对有违反“作风建设十不准”行为
的34个单位、42名公职人员予以
问责处理。

该区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 突出抓好作风
建设，通过明查暗访督查、群众举
报回音、责任倒逼追究等措施，加
大查处曝光力度。 由区作风办牵
头， 区里组建了一支264人作风
查纠队伍， 督查组每天对乡镇办
事处、区直单位实行“地毯式”暗
访督查；并紧盯节假日，加强对公

款送礼、 公车私用等监管。 开展
“学风文风会风作风不实”等专项
督查20余项，及时查纠倾向性苗
头性问题140余起。

该区设立“曝光台”和12个
“作风建设查纠站”， 在违规现象
易发地进行动态督查， 组织区纪
委、 区作风办、 区交警大队等单
位对公职人员酒后驾车、 公车私
驾、 公车私用等现象联合巡查
40余次。 为解决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最后一步路”
等方面问题， 由区纪委牵头， 组
织专项整治工作督查组， 对“侵
害农民权益” 的种子违规违法经
营、 房地产和房屋出租、 国土管
理和控违拆违、 锰资源管理、 有
偿家教等进行专项清理整顿， 巡
查出各类问题200多个， 涉及20
多个单位。

本报7月10日讯 （通讯员 钟毅刚
曾文杰 记者 李寒露） 记者今天从汉
寿县委组织部获悉， 该县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公职人员在编不在岗问题集中
开展专项整治， 下猛药治理“拿钱不
干事， 占编不在岗” 行为， 已清理115
名拿钱不干事的“吃空饷” 公职人员。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汉寿县出台了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在
编不在岗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整
治范围和对象为全县各级党政机关和
各类事业单位中占有编制而不上班履
行工作职责的人员。 该县各单位均制
订具体工作方案， 根据整治范围和对
象， 分类甄别， 核实在编不在岗人员
情况， 经所在单位党组织审定后， 在
公示栏公示， 并将有关工作方案、 清
理对象名册等上报组织人事部门。 在

分类摸底的基础上， 全县各单位根据
专项整治政策， 对在编不在岗人员进
行全面清理整治。 单位通过电话、 书
信、 书面通知单、 登报公告等形式，
对本单位在编不在岗人员予以告知。对
清理出来的在编不在岗人员，一律按照
“先停薪、后处理”的原则进行处理。县
纪委、县委组织部、县编办、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抽调人员组成联合督查
组， 对各单位清理工作进行全面督查，
对清理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 欺骗、
隐瞒等违纪行为的， 坚决追究单位负
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责任。

据统计， 清理工作开展以来， 汉
寿县已对100名在编不在岗“吃空饷”
公职人员做出停薪处理； 对新近清理
出来的15名“吃空饷” 人员， 县专治
办已发出停薪通知。

零陵区 “地毯式”督查转作风
汉寿县 清理115名“吃空饷”人员

柴凤 周湘云

随着长沙市中考成绩的公布，
“中招” 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很
多学生和家长对今年“中招” 政
策提出质疑。 7月9日， 长沙市教
育局局长王建华就学生和家长存
疑的共性问题一一作出回答， 以
便学生和家长清晰认识“中招”
政策， 有的放矢选择学校。

细 化 等 级 制 减 少
“踩线生”

依据教育部要求， 长沙市从
2006年起， 中考成绩全面实行等
级制， 切实改变将分数简单相加
作为高中录取唯一标准的做法，
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以往录取由于区分度低， 学
生志愿扎堆， “踩线生” 多， 个
别学校生源爆满， 超计划招生。
今年该市将语文、 数学、 英语、
文综、 理综5科A、 B两个等级，
进一步细分为A+， A， B+， B，
提高区分度， 减少中考踩线学生
人数， 提高有效录取率。

如， 往年实行5个等第评价，
有的学校踩线人数最多的超过280
人， 少的也有几十人。 这种情况
一是计划没有严肃性， 二是学校
录取时难以区分， 不利于下批次
学校录取。

“4A2B+ ” 为指标
生最低控制线

指标生的下达方式是将省级示
范性中学的招生计划分配到每个初
级中学， 向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倾
斜。 指标生录取线“4A2B+” 为
最低控制线， 达到控制线的学生按
照指标生计划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很多学校指标生录取线不会下到

“4A2� B+”， 只有薄弱学校和边远
农村学校才会出现这类情况， 其主
要目的是稳定薄弱学校生源， 让他
们的学生有机会到省级示范性中学

就读。

预录线不是录取线
7月3日凌晨中考成绩公布后，

不少学校对自己录取线进行预测。
长沙市教育局第一时间叫停了学校
自行公布预录线的做法。 预录线并
不是实际的录取线， 学校录取线只
有在志愿填报划线结束后才会明
确。 请学生和家长不要盲目相信。

“明德、 周南、 市实验中学在7月4
日宣布只收6A生” 是不负责任的说
法。

名校录取线高于往
年的原因

按教育部要求， 择校生指标
不超过公费招生计划的10% （往
年是公费招生计划的30%）， 中考
评 价 等 级 增 加 了 “A+” 和

“B+”， 减少了踩线学生， 同时取
消了“空降班”， 这些都是导致今
年名校录取分数线高于往年的原
因。

城区初中毕业生个
个有书读

“接近三分之一的长沙孩子
面临无书可读的局面” 的说法不
切实际。 今年该市城区初中毕业
生为30726人， 公办普通高中招
生计划为14425人， 城区民办学
校和子弟学校招生指导计划为
3100人， 国际班学校招生计划为
630人。 即普通高中总招生计划
达到18155人 （不含计内、 计外
踩线学生）， 约占城区初中毕业生
60％。 按照教育部要求， 普高和
职高的入学比例应达到5∶5， 该
市普高就学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比
例。 据悉， 该市有74所中职学
校， 办学质量好， 就业率高， 有
相当一部分学生可对口升入高等
院校就读。 只要家长根据学生成
绩认真思考， 理性选择， 长沙城
区的初中毕业生个个有书可读。

本报记者 刘文韬

【建议主题】
切实降低我省居民用电支出
【建议内容】
通过对长沙农村、城市居民用电

情况的抽样调查发现 ，2012年实行
阶梯电价后，居民用电量和电费支出
出现“双涨”现象。建议：向社会公布
2012年我省实施阶梯电价以来的总
体情况；对于农民用电采取保护性措
施。

【办理实效】
电力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与每一

个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从2012年7月
开始，我国大部分省市实行阶梯电价
（我省规定，第一档电量以内，基准电
价为0.588元/度； 第二档电量区间，
在基准电价的基础上，每度加价0.05

元；第三档电量，在基准电价的基础
上，每度加价0.30元），以促使居民自
发节约用电。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预
期，实行阶梯电价后，超八成居民用
电价格不变或者更低。但陈杏华等10
名省人大代表在抽样调查中发现，长
沙农村、城市居民2012年用电量和电
费总支出均出现30%的大幅上升，这
与政府实行阶梯电价的初衷相悖。对
此，他们在2013年省十二届人大一次
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切实降低我省居
民用电支出的建议》。

作为建议承办单位，省物价局对
2012年我省居民阶梯电价实施情况
进行了调查，并对收集的相关数据进
行了认真分析。在此基础上，就相关

政策问题向代表们作了耐心解释。
省物价局负责人介绍，我省阶梯

电价电量分档标准， 是根据全省城乡
居民用电水平测算的。 据调查统计，
2012年，全省执行居民阶梯电价的一
户一表总居民用户数为1391.66万户，
其中第一档用户数为1238.33万户，占
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总数的88.98%，达
到国家发改委预期目标。 对于代表们
在建议中提到的实行阶梯电价后，长
沙城乡居民电量、 电费支出大幅上升
的问题， 则主要是因为长沙市经济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远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因此，总体而言，居民阶梯电价
政策明显起到了引导居民合理用电、
节约用电的积极作用。

此外，目前我省农村居民户月均
用电量仅43千瓦时，而第一档电量的
标准为每户每月180千瓦时以内，可
覆盖全省97.62%的农村用户，增加电
费支出的农村居民仅占2.38%。同时，
对全省农村170.44万户低保户、五保
户，实行了每户每月免10千瓦时电费
的优惠政策，体现了对农村居民用电
的保护性。

省物价局负责人表示，针对当前
我省居民阶梯电价实施过程中仍存
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尽可能降低居民
用电支出， 已向省政府提出解决方
案， 如适当提高冬夏季分档电量、适
当提高人口多家庭用电基数等。方案
待省政府批准后即下文执行。

7 月 10
日， 嘉禾县
一中， 人武
部官兵在指
导应征青年
学生网上报
名。连日来，
该县征兵工
作人员深入
乡镇、 社区
及中学 ，引
导适龄青年
踊跃应征。

黄春涛
刘海波

摄影报道

细化等级制 减少“踩线生”
———长沙市教育局就“中招”政策答疑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谢
璐）当前，早稻生长已进入成熟、
收割时期。“三一丰产” 工程示范
基地的水稻长势如何？ 带着疑问
和期望，中国工程院院士、省政协
副主席、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
中心主任袁隆平， 今天来到望城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实地考察。

“三一丰产”工程是袁隆平院
士倡导实施的“三大粮食增产科
技工程”之一，在南方高产区，研
究并推广应用以超级稻为主体的

粮食周年高产模式及其配套栽培技
术，以达到周年亩产1200公斤的目
标，实现“三分地养活一个人”。长沙
市望城区成为该示范项目的试点县
之一， 示范点选址在望城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核心区。 望城综合采用了
“双超”栽培技术模式，选择高产品
种合理搭配， 坚持测土配方高效栽
培及病虫危害专业统防统治等技术
措施。

袁隆平走到田埂上，弯腰取样，
仔细查看稻穗生长情况。 看到示范

田稻穗整齐划一，株叶形态优良，田
间无病虫危害，他频频点头称赞，早
稻长势很好， 希望每亩试验田能收
割早稻500公斤、晚稻700公斤，加起
来1200公斤， 三分地产360公斤，按
照国家粮食安全指标———中国人每
人每年360公斤的标准计算，三分地
的粮食就够养活一个人了。他说，双
季稻比一季稻产量高， 但是农民普
遍不愿意种，因为劳动投入太高，希
望政府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
力度，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袁隆平考察望城“三一丰产”基地

超八成居民电费未超基准电价

1、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湖南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教育厅
省科学技术厅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省公安厅
省国家安全厅
省监察厅（省监察厅与省纪

委机关合署办公， 列入省政府工
作部门序列，不计政府机构个数）

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环境保护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农业委员会
省林业厅

省商务厅
省文化厅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省审计厅
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3、湖南省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湖南省人民政府直属机构
省地方税务局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省体育局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省统计局
省旅游局
省粮食局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省政府法制办公室
省政府研究室
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改革后湖南省人民政府机构设置

聚焦中考中招

盛夏有雨来
12日至14日为最强降水时段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孙姣）小暑时节，累积的热量将得到一
次小小的释放。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省
内又有一轮降水天气过程， 逐日攀升的气
温将受到雨水的遏制。

阳光灼热，蝉声响亮，这几天，大家感
受到夏天的热情了吗？据实况监测显示，昨
天全省平均最高气温达34.4摄氏度， 包括
长沙、株洲、湘潭在内的36个县市纷纷升至
35摄氏度或以上， 其中溆浦县以36.7摄氏
度的日最高气温，夺得当日高温榜首。

即将到来的雨水， 可能将带来一丝清
凉。 省气象台预计，11日至14日全省自北
向南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强雷暴、
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2日至14日
为最强降水时段， 部分地区有大雨或大到
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
相关部门及公众需加强防御强降雨可能引
发的滑坡、泥石流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月桂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