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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转阴天
明天，阵雨或雷阵雨
东北风 2级 25℃～33℃
张家界 多云 23℃～33℃

吉首市 多云 23℃～33℃
岳阳市 多云 24℃～33℃
常德市 多云 24℃～32℃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25℃～33℃

怀化市 阵雨 23℃～31℃
娄底市 阵雨 24℃～31℃
邵阳市 阵雨转中雨 22℃～28℃
湘潭市 多云转阵雨 24℃～32℃

株洲市 阵雨 24℃～32℃
永州市 阵雨转多云 23℃～27℃
衡阳市 阵雨 25℃～29℃
郴州市 中雨转小雨 24℃～27℃

通讯员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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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9
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李英姿 唐欧 ）“每班控制在50人以
下，这下不担心孩子被挤着了。”8月底，临
近新学期开学，衡阳市蒸湘区居民彭先生
担心女儿遭遇“大班额”，早早赶到蒸湘区
实验小学打探情况。他了解到，今年学校
对起始年级班级人数进行严格控制，限制
“择校”、控制低龄入学，并对分校区进行
扩容提质以增加学位，每班人数将确保在
50人以下。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 城区人
口剧增，教育规划与城市规划不同步，学

校、学位紧缺，小学“大班额”问题日渐凸
显。衡阳市城区现有小学148所，其中80
所班级人数超标， 个别小学曾达到70余
人一个班。“大班额”使得校园安全、学生
管理、教学质量、教师工作强度等矛盾集
中凸显，给学校、师生和家长都带来不少
困扰。

近两年来， 衡阳市调整规划布局，新
建、改造学校。同时，在教师队伍建设、财
政投入、 教育资源均衡发展上狠下功夫，
力促化解“大班额”问题。经过详细调研、
论证后，今年5月，该市发布了“严格城镇

小学招生管理，推动‘大班额’化解工作的
通知”， 明确提出力争在2016年秋季开学
时，实现城镇小学班额控制在50人以内的
目标。

据了解， 为实质性解决“大班额”问
题，去年，衡阳市还出台了“2014-2020年
城区中小学校布局规划方案”，定下“7年
增设24所(含迁建11所)�小学”的目标，
并预留了今后30年教育建设用地。同
时，从2014年至2016年，市政府每年拿
出5000万元，作为化解“大班额”奖补
资金。 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奖励4个城区

中小学校建设， 通过对城区中小学改扩
建，进一步增加学位。根据该市城区中小
学化解“大班额”财政支持项目3年计划，
共有33个学校项目纳入计划， 城区小学3
年内预计增加教学班610个、 学位约2.8万
个。去年以来，已有4个项目完工，并有5个
在建。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张湘华 易劲军 易双泉 ）8月31日，
投资3.5亿元的湘阴县知源学校正式竣工
并开学， 为该县增加义务教育学位2600
个。同时，新建的普通高中左宗棠中学、九
年一贯制学校湘江学校正式开学招生。湘
阴县教育局局长倪立祥称，此举彻底解决
了县城学校“大班额”难题。

“发展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就是砸
锅卖铁，也要保障教育投入。”2012年，湘阴
县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县的目标，启动了“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这3年，其教育支出分别
为3.45亿元、4.26亿元、4.68亿元。至2014年
底，“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共投入学校建设
资金1.2亿元，在县城新建小学1所，对县城
所有中小学进行了扩容提质。2012年前，城

北学校在校学生高峰期达4000人，每班平
均接近80人；通过分流和扩容提质，目前该
校每班平均“瘦身”至45人。

今年，该县又启动了义务教育学校标
准化建设和“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坚
持城镇、农村“齐步走”，义务教育、幼儿教
育、高中教育“齐步走”。县委、县政府对教
育的重视，极大激发了社会资本对教育的

投入。知源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靠租赁
场地办学。去年，该校筹资3.5亿元，在县城
新区征地268亩，新建一所集幼儿、小学、
初中、普高教育于一体的完全学校。鹤龙
湖镇菱角拐村村民禹泽兰致富不忘家乡
教育，今年出资200万元，维修菱角拐小学
教学楼，新建了教师宿舍楼。近3年，该县
仅个人对教育的捐资就达1000多万元。

8月28日，工人在筛选青辣椒，准备包装配送深圳。今年，龙山县在高寒贫困山区实施精准扶贫，引导
农民发展高山有机无公害蔬菜产业，产品通过O2O电商模式实施配送、销售，不走批发市场，不进超市，直
接进社区。 田志波 覃占波 摄影报道

长沙服务业
增速居中部省会第一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李治 陶芳芳 ）今天结束的
长沙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回头看”活动中，汇米
巴等项目受到了现场考察组的好评。 成为全国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城市三年，长沙服务业迅猛发展，增
长速度居全国省会城市第6位、 中部省会城市第1
位。

2012年， 长沙成为全国现代服务业试点城市。和
其他试点城市不同， 长沙试点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产品
流通领域， 任务是打造全国农副产品集散中心流通中
心。通过在“互联网+农产品流通”这一关键环节上创
新，长沙顺利推进各项试点工作。在同批试点城市绩效
考核中，连续三年获得第一。当地现代服务业得以快速
发展，增长速度不断提升。

长沙市副市长廖健介绍，借国家试点的东风，长沙
这三年共审核实施了131个项目，总投资211.6亿元。通
过农产品物流的率先发展和整体带动， 全市社会物流
总费用与GDP比值由2011年的18.3%降低到16%。现
代服务业试点促进了全市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2014
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7%， 持续两年提升，占
GDP比重达41.7%。

长沙的试点推动了一批现代服务企业在“互联
网+”方向冲刺。如汇米巴“5全便利店”很短时间发展
到118家。步步高电子商务平台上线后，汇米巴接下
了电商“最后100米”的接力棒，部分门店提供24小时
服务。该项目在示范性、公益性、带动性、创新性、安
全性等方面成为了行业的标杆。大批企业你追我赶，
带动长沙服务业增速领跑中部省会， 全国省会中也
排到第6名。

拆违队成了“雷锋队”
金慧 姚学文

“谢谢你们为我申请了大病救助金，我愿意签下拆
违协议书，随时都可以来拆房。”9月1日，长沙市雨花
区潭阳洲村居民柳先生说， 这也是潭阳洲拆违片区协
议拆违成功的第一户。

雨花区谭阳洲作为长沙举办第12届中国国际园
林博览会的选址地， 于今年8月成立了拆违指挥部，
由市直部门负责人组成临时党总支， 正式启动拆违
工作。

“拆违工作虽然难，但是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出
发，多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他们自然也会配合工
作。”拆违片区第三工作队负责人左坚说，为寒门学
子募集爱心款、为待业青年解决工作难题、推行“三
个再一遍”，对所有户主电话再动员一遍、再走访一
遍、 再谈心感化一遍……这些有爱举措在潭阳洲村
天天上演。

在这支“雷锋队”的坚持下，到目前为止，潭阳洲片
区已全部完成拆违申报登记工作、 调查丈量700多栋
居民房，拆违工作如期进行。

不仅如此，雨花区自2012年以来，每年拆除数百
万平米的违章建筑，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集体上访事件，
打造了快速和平拆违的雨花模式。

呵护91棵樟树
———长沙市优化麓山路拟移植树木方案

湖南日报记者 陈永刚

连日来，长沙市麓山路因地铁修建对拟移栽树木进行修枝的
情况引起媒体和网民关注。据记者9月1日从长沙市了解到，该市
经过论证，进一步优化树木移植方案，将于9月2日至4日对两个站
点主体结构范围内的91棵樟树进行科学移植、专业养护，确保移
植树木成活率90%以上。

为何要移：
两站点均需采用明挖法施工

近日，长沙市政府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来自林业、园林、轨
道交通等领域专家对地铁4号线建设立项、方案论证程序、审批合
法性等方面进行详细了解， 对建设过程中涉及的施工作业面范
围、构筑物迁移，特别是树木移植方案进行充分论证。

经过充分讨论、科学论证，会议认为，既要支持地铁4号线建设，
也要就湖南大学站、 湖南师大站的站点设计以及麓山路树木移植方
案进行再优化，实现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相统一。原树木移植方案，
两个站点建设将移植樟树192棵， 新的树木移植方案应更加优化，减
少移植树木数量。树木移植过程中，必须坚持最大限度保留、最小范
围移植原则。

根据设计方案、专家论证意见及相关单位的具体要求，目前车
站轮廓范围已确定，湖南大学站、湖南师大站位于岩溶发育地带，
地质情况复杂，地下水丰富，综合考虑车站结构施工均采用明挖法
施工，受现场场地条件制约，车站平面位置无法进行调整，因此需
对两个站点主体结构范围内、 影响车站明挖法施工的91棵樟树进
行移植。

怎么移：
确保移植树木成活率90%以上

移植工作将于9月2日至4日进行，91棵樟树将全部移植到适
合树木生长、便于管理养护的河西三环线环城绿带内。由具有国
家一级园林绿化施工资质的专业公司进行， 确保成活率90%以
上。在确认树木成活后，才进入正常养护管理期。

除了需移植的91棵樟树， 原方案计划移植的另外101棵树如
何处理？经综合论证，长沙决定对施工临建区域内的树木不予移
植；对交通疏改路范围内的树木，在不影响交通安全前提下，尽量
采取保护措施不予移植。

由于地铁建设等需要

省会万家丽路
恢复路面交通要到2018年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长沙
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项目自去年4月开工以
来进展顺利，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23亿元，预
计10月1日地上高架快速路可实现通车。不
过， 由于建设地铁5号线、BRT及地下管线迁
改等需要， 万家丽路的地面辅道基本恢复畅
通、完整，预计要到2018年春节以前。今天，长
沙市举行新闻通气会， 对万家丽路高架后续
工程及地铁5号线车站的建设时序等进行通
报。

长沙市工务局局长张跃先介绍， 万家丽
路快速化改造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 完全建
好后，将形成“三位一体”的快速立体交通格
局，即地上高架桥快速路、地面BRT快速公交
和辅道、地下地铁5号线层次分明的快速立体
交通。地上、地面、地下三大系统，在主城区
16.635公里主干线上同时启动建设， 工程交
叉统筹难度全“先地上、后地下、再地面”的思
路进行统筹， 即： 地上高架主线快速路通车
后，开工建设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同时对地
下的排水管线进行扩容改造，对电力、燃气、
自来水等综合管线进行共沟开挖， 地下还将
建设一条22万伏的电力隧道； 待地铁车站及
地下管线建设基本完成后， 再对地面交通进
行恢复。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总工程师曹前介
绍，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计划年内开工，全线
18个车站中， 有15个车站位于万家丽快速化
高架桥下。 为保证地铁施工安全和高架桥运
营安全， 将对沿线与高架桥桩基较近的路段
埋设隔离桩进行保护； 同时在施工路段仍将
基本维持单向2车道和1.5米的人行及非机动
车道宽度。

妙招迭出 班级瘦身
衡阳每年拿出5000万元奖补资金力促化解小学“大班额”

新校开学 学位大增
湘阴民办知源学校竣工开学,一举增加义务教育学位2600个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5年 9月 1日

第 201523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67 1040 173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373 173 64529

1 7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5年9月1日 第201510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81339696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10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521873
3 8889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60
87627

1519294
14137340

86
3276
60425
524113

3000
200
10
5

0609 12 14 21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