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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9月4日讯（记者 蒋剑
平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曾炜
李焱稠）9月1日， 家住武冈市法相岩
街道法相岩社区的初二新生尹宣高
高兴兴办好了开学报到手续，其学籍
学位从武冈三中转至新建成的武冈
思源实验学校，所在班人数由原来82
人减少至50人。从此，她不会再受大
班额带来的听课难的困扰。

武冈三中是当地大班额问题较
突出的学校，最大班额107人、最小
82人。 这次学位分流后， 该校共有
941名学生换了学校。目前，该校最
大班人数65人、最小55人。

武冈是邵阳市大班额问题较突出
的县（市）。今年春季，该市城区19所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共有781个班级，其中
66人以上的班级有411个，占班级总数

52.62％。今年秋季开学报名情况显示，
从新学期起， 该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实现最大班额65人、 最小50人，“超大
班额”问题得到化解。该市教育局负责
人介绍， 这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近年
来加大教育投入，扩大办学规模、改善
办学条件，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据悉，近3年来，武冈市通过向上
争取、市财政整合、市场运作和社会
筹集等方式， 总计投入13.5亿元，用
于建设和改造中小学校。 在城区，投
资1.2亿元建设的思源实验学
校今秋开班招生， 增加学位
4560个； 投资6亿多元建设的
湖南师大（武冈）附中已完成
投资2.2亿元。改扩建新东中心
小学、红星小学、法相岩小学
和武冈二中等学校，新增学位

2000余个。 还通过整合原武冈教师
进修学校、原都梁中学等一批可利用
的办学资源，增加学位近6000个。在
农村，近3年改造中小学校163所，创
建高标准义务教育合格学校123所，
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出现了数
千学生回流农村学校的可喜现象。双
牌中心小学、 邓元泰中心小学等5所
农村学校存在的“超大班额”，今秋都
被化解。据统计，今年秋季开学，武冈
共新增学位17630个。

� � � � 湖南日报9月4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 张菊涛）“我们班上
原来有70个同学， 这个学期分到新
建成的长工实验学校后，一个班只有
45个同学。现在离家近了，学校也更
漂亮了！”9月3日，谈起大班额的“瘦
身”， 从华容县侨联环城学校分流到
长工实验学校读小学的马文杰同学
满脸高兴。

近年来，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大量学生涌入华容县城，导致城区学
校大班额问题日益凸显。根据相关文
件精神，华容县必须在今年内彻底消
除超大班额和大班额159个；到2020
年，全县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
按标准班额办学。 该县为此投入7.1

亿元，采取新建学校消化一批、布局
调整分流一批、 阳光招生稳定一批、
提质建设回流一批，让城区学校实现
“瘦身”。

消除大班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新建和扩建学校。去年来，该县投资
6.8亿元，在县城东西两边新建长工实
验学校和职业中专两所学校， 今年秋
季正式投入使用。其中，占地面积96.1
亩、 投资2.1亿元的长工实验学校，按
照建成现代化示范学校标准， 可办中
小学班级66个，在原实验初中整体划
转的基础上增加学位1620个。职业中
专作为教科苑第一期建设项目， 总投
资约4.7亿元，占地212.8亩，共60个教
室，可容纳3300名学生。

今年暑假期间，在长工实验学校
和职业中专竣工后，该县对城区实验
初中、 城关中心小学等5所学校进行
“腾笼换鸟”、重新布局后，通过扩班
共增加学位800个。同时，将城区马
鞍山实验学校、实验小学、侨联环城
学校部分学生分流到长工实验学校，
并对侨联环城学校、桥东小学、护城
中学、白鼎小学进行改扩建，增加学
位860个。 该县还通过阳光招生、提
质建设农村学校，化解大班额。

截至目前，华容县累计增加学位
3280个， 彻底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
额10个、56人以上大班额149个，成
为全省首批完成2018年度消除任务
的县市区。

� � � � 湖南日报9月4日讯(记
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世日)

“崭新而有瑶族韵味的现代
化校园，比原来就读的广东
学校还美！”9月4日，在江华
瑶族自治县涔天河中心小
学，从广东转回家乡学校读
书的4年级学生盘小军，看
到新学校开心地笑了。

在江华瑶乡，以前有不
少当地孩子离家，到城里读
书。如今，在城里读书的孩
子，纷纷回乡就读。据统计，
今年从广东、浙江、上海等
沿海发达省市，转回江华就
读的学生就有近2000人。

该县教育局局长唐孝
任介绍， 这得益于这些年，
县委、县政府把教育作为最
大民生， 不断实施大投入，
县里教育质量越来越好，学
校环境也大为改善。

江华是新一轮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也是
“老、少、边、穷、库”集中地
区。前几年，因经济基础薄
弱，教育相对滞后。近年来，
该县提出“美丽校园、幸福
师生、理想教育”的教育强
县目标，相继出台《尊师重
教十条规定》 等一系列政
策、文件。近3年，该县投入
14亿多元，相继实施合格学
校、 县城学校提质扩容、教
师安居、移民学校（高寒山

区易地搬迁学校）再建和村小改造、全面改薄
等工程建设，全县70多所充满现代气息的美丽
校园呈现在瑶乡大地。

与此同时， 该县不断完善利教惠师政策，
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将教师的“五险
一金”、体检费用等纳入财政预算，教师绩效工
资、年终绩效考核奖、文明县城奖与公务员一
个标准发放。近3年来，全县共发教学质量监测
奖2168万元。今年还将发放900多万元教学质
量监测奖，奖励学科带头人和优秀教师、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教师。有效的激励举措，促进
江华教育不断迈上新台阶。

扩大规模 改善条件
武冈化解义务教育“超大班额”

新建学校 腾笼换鸟
华容大班额实现“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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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首个生活垃圾
分类教育基地开放

湖南日报9月4日讯（记者 郑旋）今天，长沙首个生活垃
圾分类社会宣传教育基地———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展示馆
正式开放。该基地位于长沙市第一垃圾中转处理厂，由市城
管执法局与湖南仁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主要面向
广大长沙市民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重新认识垃圾”知识板块、“垃圾去哪儿”沙盘演示板
块、生活垃圾分类知识问答互动板块……记者走进该基地发
现，基地设有垃圾分类知识科普、互动体验、场景模拟等功能
区，集知识性、趣味性及互动性于一体，既能科普垃圾分类小
常识，又能在实践中传递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

今年以来，长沙施行《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
案》，目前，全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据
介绍，年底前，全市将建成验收20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各区也将完成大件垃圾和建筑装修垃圾资源化利用等试点
项目建设；此外，除今日开放的仁和基地外，全市还将建设浦
湘基地、万容基地两个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基地，以广泛宣传
引导公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永州市中心城区
淘汰高排放公交车

湖南日报9月4日讯（记者 严万达）“新
车安静平稳舒适，坐着真是一种享受！”9月
3日，永州市民黄女士对市区新能源公交车
赞不绝口。据了解，永州市先后购置新能源
公交车660台，目前中心城区已全部完成高
排放公交车淘汰工作。

记者守候在永州市中心城区多个公交
站点，发现新能源公交车发动、停靠，都变
得平稳， 没了以往高排放公交车的轰鸣声
和呛人黑烟。 记者随机登上一辆新能源公
交车，车厢内清凉舒爽，干净整洁，座位数
比以往更充裕，给人带来全新的乘车体验。

新能源公交车让市民实现了真正意义
的“绿色出行”，也减轻了司机的劳动强度。
拥有10年公交车驾龄的蒋星生师傅说，同
事们都爱开新能源公交车， 因为操作更加
简单便捷，行车更加安全。

目前， 永州市中心城区拥有纯电动公
交车530台、LNG天然气公交车130台。新能
源公交车成为永州城市节能减排先锋，塑
造着城市新形象，为永州创建“公交都市”、
全国文明城市奠定了基础。

� � � �湖南日报9月4日讯 (通讯
员 师健 记者 肖洋桂 )8月30
日，石门县纪委监委通报，近4
年来， 该县共立案查处扶贫领
域违纪案件375件，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336人， 追缴清退资金
1149.68万元。

为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石门县实行“五个一
律”。即在易地扶贫搬迁、农村
危房改造项目实施中，发现弄
虚作假、 骗取套取资金的，一
律立案查处；在扶贫项目实施
中，发现截留挪用或贪污侵占
项目资金以及项目不招标、围
标串标的， 一律立案查处；在
涉农惠农各类补贴资金拨付
使用过程中， 出现弄虚作假、
骗取套取、虚报冒领、贪污侵
占的，一律立案查处；在涉农
项目实施中， 发现环境不优、
服务不到位、 吃拿卡要的，一
律立案查处；在项目实施和资
金拨付使用中，职能主管部门
存在监管不到位、 履责不到
位、 信访处置不到位等不作
为、缓作为、乱作为问题的，一
律立案查处。

涟源成为流浪终点

河北老人61年后重回故乡
湖南日报9月4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肖星群 吴晓

明）“流浪61年， 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落叶归根！”9月4日下
午，84岁老人齐尔桧在涟源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终
于回到了家乡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茹荷镇北石村。

1957年，由于历史原因，齐尔桧从家乡出走，由河北向南
流浪。期间，拉板车、打零工、沿街乞讨，艰难地度过了61年。
今年7月13日黄昏， 齐尔桧从怀化流浪到了涟源市湘运汽车
站门口。因不熟悉环境，加上年老体弱，老人连续多日在汽车
站周边席地而卧。 一名爱心志愿者给他端来了热饭热菜，并
将他护送到涟源市救助站。救助站值班人员发现齐尔桧脸色
很差、身体虚弱，马上送到医院检查。检查发现，他除了年事
已高外，还患有帕金森、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救助站
安排老人住院持续治疗。

“老人向我们提供了好几个姓名和地址，通过查找联系，
均‘查无此人’。”涟源市救助站站长李德瑛说，“我们知道，老
人要么有难言之隐， 要么是怀有戒心。” 救助站没有就此放
弃。工作人员轮流照顾老人，在生活起居上嘘寒问暖，陪他聊
天解闷。大家还自掏腰包给老人送来日用品和水果，送来新
衣服和被子。

异乡人无微不至的关心，焐热了老人的心，也融化了他
的“防线”。齐尔桧老泪纵横地说：“你们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
的家人般温暖。”“考察”两周后，老人终于说出了真实姓名、
家庭住址和亲人名字。

因离家时间太长，老人早已被当作失踪人员，就连户口
也被注销。经多番核对，救助站工作人员找到了齐尔桧的妹
妹、侄子、外甥。他们得知老人健在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盼望
他即时回家团聚。

9月3日凌晨，在涟源市救助站工作人员陪同下，老人终
于踏上了归途。临行前，齐尔桧将住了一个多月的房间打扫
干净，眼中尽是不舍。

小辣椒
大门路
9月4日， 通道

侗族自治县万佛山
镇杏花村， 椒农将
采摘好的朝天椒分
拣装袋外销。 近年
来，该村推行“党支
部+合作社+流转
土地农户 + 贫困
户”的发展模式，把
传统辣椒种植转变
为产、供、销一体的
产业链， 让小辣椒
成为贫困户脱贫致
富的“大门路”。

刘强 海进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9月 4日

第 2018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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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 1040 14237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442 173 422466

5 6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9月4日 第2018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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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10320872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1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746753
4 21652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01
51588

1057007
6702898

37
2032
42367
270218

3000
200
10
5

1609 22 23 2415

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措施落地

外地牌照车辆
可在长沙年检

湖南日报9月4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韩雪）今天上
午11时许，在长沙工作的张先生，开着自己的粤B牌照小汽
车，来到长沙市潇湘车管所办理年检。不到30分钟，他便办
理完车检的所有手续。“以前为车子年检要花两三天时间，现
在再也不用耽误工作回老家年检了。”张先生高兴地说。

记者从长沙交警支队获悉，从9月1日起，正式实行车辆
全国“通检”，小型汽车、货车和中型客车均可跨省异地检验。
长沙交警支队车管所检验监管中心主任陈红春介绍，9月1日
是周六，长沙只有一个车管所照常上班，当天有62台异地牌
照车完成年检。9月3日，共有561辆异地牌照车完成年检。

对于很多私家车车主而言，长期用车地点并非机动车登
记地，年检时必须把车开回车辆登记地进行检验，或向登记
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委托后才能进行异地年检。9月1日起，交
通管理“放管服”改革落地，申请人携带身份证、行驶证、交强
险等相关材料可在任意检车站进行年检， 申领检验合格标
志。若非本人办理，代办人额外携带年检委托书及委托人身
份证即可。

同时，长沙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大型客车、校车、危化品运
输车仍需回到登记地年检，车辆年检前须消除所有违章记录。

湖南日报记者 王为薇 龚柏威

“公众给公安机关工作的评价打
分是90.83分，这是近年来得分最高的
一次。”9月3日， 益阳市公安局大通湖
区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局在今年
上半年综治民调排名中取得全省第
八、益阳市第一的好成绩。

为“美好生活需要”提供
更多支持

“交警在我家门口装了减速带，汽
车一过轰隆隆响，害得我睡不着觉。”8
月24日一早， 居民叶建波向大通湖区
公安分局投诉。

15分钟后，民警赶到老叶家，实地
查看了情况， 发现减速带位置挪动后
可能会引发安全隐患。 民警耐心跟老
叶做了一番工作。老叶表示安全第一，
愿意克服困难， 并欣慰地说：“你们响
应群众呼声真快。”

开展政治建警工作5个月来， 大通
湖区公安分局不仅收集了普通百姓的
诉求，还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处收集
了9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并迅速进行
整改。分局局长吴灿说：“以前，老百姓
关注的是破案率，但随着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转变，百姓希望公安机关为‘美好
生活需要’提供更多支持。”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 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政治
建警的总要求。 在吴灿看来，“服务人
民”更具延展性，“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只有不断为群众解决问题， 不断提升
公安服务质量，才能赢得民心。”

随时办理人口与出入境业务
“警官，我想办港澳通行证签注。”

6月18日正逢端午节， 这天上午10时，
返乡过节的王勤拨通了大通湖公安分
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的移动服务
电话。

“可以，我们节假日不休息。”接电
话的是大队长宗勇。当天上午，王勤顺
利办好了签注。宗勇介绍，为了让居民
随时随地咨询人口与出入境服务业
务，从去年3月起，该大队给值班民警
加配了一台手机。

此外， 大通湖公安部门还升级了
户证疑难问题“汇商会审”机制。

湖北人龚某早年举家迁至大通
湖， 后来其家人迁回湖北老家重新上
户。去年，龚某找到大通湖区公安分局
要求上户。可该局了解到，虽然龚某嫁

给了大通湖区居民， 但其丈夫的户口
已迁至长沙。

鉴于问题复杂， 该局启动户证疑
难问题“汇商会审”，以龚某丈夫名义
申请妻子户口补登补录。宗勇介绍，原
定上户有两个程序———先在湖北上
户，再迁到大通湖。会审后，分局将龚
某的证明材料从湖北调入， 直接在大
通湖区上了户。

目前， 大通湖公安已为群众解决
各类户政疑难问题60余件。

打击环境违法还一湖清水
大通湖是湖南最大的内陆淡水

湖。近年，为加快生态修复，大通湖实
行全面退养， 用于净化水质的水草和
螺蛳成了湖里的主角。

谁知， 一些不法分子偷捕螺蛳贩
卖，湖区居民意见很大。

为此， 大通湖区公安部门加强大湖
周边治安整治。今年来，先后破获3起非法
捕捞水产品案，抓获涉案人员20余人，扣
押螺蛳数千公斤，并全部放还湖中。

“今年8月开始，大通湖全面禁航
禁捕。 公安机关将继续加大对涉湖违
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处理力度， 还湖区
人民一汪清水。”吴灿说。

打造服务为民升级版
———记益阳市公安局大通湖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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