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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尹清源）

12

月

29

日下午，省建设

厅召开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紧急电

视电话会议，通报长沙“

12.27

”施工升

降机坠落重大事故，分析当前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坚决遏

制建筑施工群死群伤生产安全事故。

省建设厅要求，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

要认真贯彻近日下发的 《关于切实防止

建筑施工群死群伤事故发生的紧急通

知》，迅速对使用各类施工升降机、塔吊

等建筑起重设备的

4

类工程项目开展督

查排查， 并把加强执法作为排查过程中

的首要任务； 全省建设系统要守住建设

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这条底线， 绝不能

把建筑质量安全与做大做强建筑业对

立、割裂开来；要切实转变建筑施工企业

经营管理体制，大力推行精细化管理，实

现由项目经理大包干模式向企业法人责

任制转变；要严格市场准入和清出制度。

30年教育实现大发展

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超过99%，高中、大学入学率分别达64%和19%以上

省建设厅：

坚决遏制群死群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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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易博文 通

讯员 胡清）“家电下乡” 已在我省启动，

为确保销往农村市场的家电产品质量，

促进农村消费市场健康发展，省质监系

统今天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开展包

括家电在内的重点产品打假下乡行动。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商务部

2007

年

12

月开始在山东、河南、四川

3

省试点

“家电下乡”。今年

12

月下旬，试点推广到

我省。我省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

手机等

4

类家电下乡产品，由中央和省财

政以直补方式按产品销售价格的

13%

给

予补贴。这次行动，质监部门将严厉查处

不法商家借 “家电下乡”、“低价处理”等

名义， 非法加工组装废旧家电的不法行

为，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农资、建材、烟花爆竹、絮用纤维制

品、糖酒副食品等产品整治也列入了这

次重点产品打假下乡的范围。 省质监局

同时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整治肉制品、配制酒、面粉熟

食、麻辣食品、乳制品、醇造食品和蛋白

质含量高的食品， 打击非法添加吊白

块、苏丹红、碱性橙、三聚氰胺、甲醛、焦

亚硫酸钠、孔雀石绿、工业染料、工业硫

磺等非食用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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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何国庆） 记者今天从我省教育

改革开放

30

年座谈会上获悉， 全省

教育事业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

主体、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公办学

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

,

义

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超过

99%

。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 我省义务

教育进入全面普及巩固阶段， 高中

阶段教育取得长足发展， 高等教育

规模迅速扩张，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

重点发展非义务教育尤其是幼儿教

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2007

年， 全省

小学、 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分别达

到

99.83%

、

99.41%

， 比

1978

年分别

提高

10

个、

70

多个百分点； 高中在

校学生总人数达

213.79

万人 ， 是

1978

年的

14.2

倍， 毛入学率从不足

10%

提高到

64%

以上； 高等学校由

1978

年的

22

所发展到目前的

117

所，

在全国率先形成了各市州均设有一所

本科院校、 一所以上高等职业学院的

格局， 在校学生由

1978

年的

35901

人

增加到

2007

年的

116.5

万人， 增长

31.5

倍 ， 毛 入 学 率 从 不 到

1%

提 高 到

19.12%

。

民办教育办学领域覆盖了从幼儿

园到大学、 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

整个国民教育体系。 目前， 全省有各

级各类民办学校近

7600

所， 在校学生

186.8

万人， 教职工

10.4

万人， 累计固

定资产达

174.3

亿元。

各类教育的大发展不仅提高了国

民整体素质， 同时为我省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特别是高校在我省科技自主创新中发

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主体性作用。 据统

计，“十五”期间，我省科技成果

70%

来

自高校， 高校获得的国家级科技成果

奖励数占全省获奖总数的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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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陶小爱）

今天， 记者从长沙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 ： 长沙市出租车收费标准自

2009

年

1

月

1

日， 起步价由

1

公里

3

元调

整为

2

公里

6

元。

出租车收费标准备受市民关注，

此次标准的调整曾先后举行市民 “听

证会”，报经市政府常务会审定。 新标

准分白天与夜间两段制定，夜间

9

时至

次日凌晨

5

时

2

公里内起步价为

7

元，原

来加收的

0.5

元

/

人车次的燃油附加费

并入起步价；白天

2

公里以上续程单价

每公里为

1.8

元， 按化零为整的等价方

式跳表，即每计满

1

元跳表一次；夜间

在白天车公里价标准基础上上浮

20%

；

出租车过往城区桥梁不向乘客加收过

桥费；单程载客

10

公里以上，车公里价

按公里运价的

50%

加收空车费。

另外， 此次出台的新标准中增加

了低速计时收费， 在时速每小时

12

公

里以下，每

3

分钟计费

1

元，停车等候计

费纳入低速计时收费。 据业内人士分

析，正常时，长沙出租车费整体变化不

大，但停车等候的计费就很难把握，且

新标准出台后，普通市民、搭的买菜购

物的主妇们恐怕就难见了。

省质监局：

“家电下乡” 打假下乡

长沙市出租车计费新标准出台

明起白天起步价由1公里3元调整为2公里6元

（紧接

A1

版

②

） 衡武高速概算总投

资

150

亿元， 建设工期

36

个月， 计

划

2012

年建成通车。 于来山在讲话

中指出， 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复线

湖南段上马建设来之不易， 它凝聚

了省委 、 省政府主要领导亲力亲

为， 多次主动出面协调争取国家支

持的心血。 他要求各级各部门和施

工单位全力以赴， 确保工程在

2012

年按时建成通车 。 同时要注重质

量， 把衡武高速建设成全国的样板

路。 沿线各级党委、 政府要加强领

导， 为工程建设创造宽松的施工环

境。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京港

澳复线湖南衡武段开工仪式， 省交

通厅及衡阳、 郴州、 永州三市负责

人出席并讲话。

岳阳至湘潭高速公路是京港澳

国家高速公路复线在我省境内一

段，起于岳阳市岳阳县昆山，经汨罗

市、湘阴县、望城县、湘潭县，止于湘

潭县塔岭，全场

176.07

公里，计划总

投资

138.7

亿元，建设总工期

3

年。 周

强在讲话中指出， 京港澳高速公路

是我省 “五纵七横” 高速公路骨干

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完善我

省高速公路网络， 改善交通运输条

件及投资环境， 缓解京珠高速湖南

段的交通压力，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等，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工

程投资大、 时间紧、 任务重， 技术

要求高 ， 施工难度大 ， 是造福子

孙、 功在千秋的重大工程。 沿线各

级要齐心协力、 积极配合、 服务大

局、 全力支持， 为项目建设营造良

好环境

;

省直有关部门要加强跟踪

服务、 主动服务、 创新服务， 落实

各项优惠政策 ， 强化建设和施工管

理； 各施工、 监理单位要依法履约、

科学组织， 精心施工、 精心管理， 注

重生态环境保护 ， 加强资源节约利

用， 努力把这条高速公路建设成凝聚

湖湘人文特色、 经得起历史检验、 深

受人民赞誉的优质精品工程。

省政府秘书长武吉海、 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京港澳复线湖南岳潭

段开工仪式，省交通厅及长沙、湘潭、

岳阳三市负责人出席并讲话。

包茂高速公路怀化至通道段是国

家高速公路网“

7918

网”规划南北纵向

线路中的第

7

纵 （包头至茂名高速公

路）在湖南的一段，也是我省“五纵七

横”高速公路规划中的第五纵，是湖南

省“十一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怀通

高速南起沪昆高速邵怀段竹田枢纽互

通， 北与建设中的吉首至怀化高速公

路相接，途经怀化市中方县、洪江市、

会同县、靖州县，邵阳市绥宁县，至怀

化通道县坪阳乡， 与规划中的厦蓉高

速广西桂林至三江高速公路相接。怀

通高速主线全长

198.298

公里，连接线

长

81

公里，总投资

160

亿元，建设工期

4

年，预计

2012

年建成通车。怀通高速公

路是内陆西部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区

域联系的便捷通道， 彻底打通了我国

大西北、我省大湘西地区出海大通道，

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发

展战略，加快湖南融入“泛珠三角”经

济圈，完善湖南省高速公路主骨架网，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改善区域交通运

输条件以及投资环境等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怀通高

速开工仪式，省交通厅及怀化、邵阳两

市负责人出席并讲话。

（上接

A1

版

③

）

会议指出， 确保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是明年全省经济工作的首要任

务，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围绕实施“一

化三基”战略，把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作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

业、强基础”的重要举措，按照“实施

一批、新开一批、储备一批”的思路，

重点抓好

226

个在建重大项目建设，

加快新开工一批重大项目， 加速推

进一批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会议指出 ， 推进重大项目建

设， 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 要深入

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进

一步解放思想， 提高认识， 在全省

形成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浓厚氛

围。 要充分认识坚持科学发展， 实

现富民强省， 项目是载体， 项目是

竞争力。 充分认识推进实施 “一化

三基” 战略， 加快经济发展， 加强

社会建设， 不断改善民生， 都要注

重抓项目， 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建设

项目上。

会议强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必须坚持力抓项目。 一要抓好项目

开发。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

认真研究国家政策， 紧紧盯住国家

确定的七大投资方向、 九大支柱产

业振兴扶持计划，一项一项来研究，

一项一项来落实， 坚持立足湖南实

际， 开发储备更多的项目。 省发改

委、经委、国土、环保等各部门要进

一步形成合力，加强协调，做好项目

前期工作。二要抓好项目衔接。坚持

立足发挥湖南优势，突出基础设施，

突出产业项目，突出企业技改，积极

争取国家更大的支持， 促进提升长

远竞争力。 在坚持依法依规依程序

办理有关手续的基础上， 加快工作

进度。三要抓好项目实施。确保一批

重大项目按期开工建设，保证工期，

保证质量， 确保安全生产。 四要抓

好项目保障。 重点是保障项目建设用

地、 保障项目资金投入。 要提高财政

配套能力， 鼓励支持建立新的融资平

台， 支持骨干企业、 重点项目加强与

金融部门的对接， 通过资本市场、 证

券市场募集更多资金， 进一步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 引进更多的私募基金到

湖南投资， 加大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

引进台资的力度 。 五要抓好项目监

管。 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

审计部门要加强审计监督， 确保项目

资金安全， 既要建好工程， 又要防止

腐败。 要认真落实好相关政策， 切实

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利益。

会议指出，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必

须狠抓落实。加快湖南的发展，加快重

大项目建设进度，关键是狠抓落实、求

真务实、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一要加

强领导。 省政府已成立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领导小组，由省发改委总协调，各

部门要分工负责，形成合力。要量化各

部门的责任，真正做到分工负责、统一

协调、齐抓共管。二要强化责任。建立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责任制， 量化考核

指标，奖惩兑现。三要加强检查。要分

行业、分领域，定期开展重点项目建设

进度、施工质量、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检

查。四要优化环境。进一步提高行政效

能，结合机构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从多方面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服

务。五要统筹协调。坚持处理好改革、

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把眼前发展与长

远发展，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

来， 以对人民、 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

神，牢牢把握全省发展大局，促进重大

项目建设。

会议还决定，为解决好原油、成品

油的生产和供应保障问题， 成立统一

的领导小组。 要求进一步加强协调力

度，形成合力，科学规划，统一协调原

油、成品油的生产和销售，提高保障能

力。

（上接

A1

版

①

）

周强说， 长株潭通信一体化工程

是为三市人民带来便利、带来实惠、带

来好处的民心工程。 取消三市之间的

长途通信收费， 可直接减少三市人民

群众的通信支出， 是落实中央扩内需

保增长的实际举措， 有利于促进消费

市场繁荣，鼓励和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他强调， 长株潭通信一体化下一阶段

的目标是实行三市统一区号、 并网升

位。要加强前瞻性研究，高效推进这项

工程；要坚持让利于民、回馈社会、促

进发展，及时调整管理体制，完善通信

调度系统，确保运行顺畅，真正做到方

便通信、方便群众。

省领导杨泰波、肖雅瑜、龙国键、万

建华，省政府秘书长武吉海，以及工业与

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鲁阳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