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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安全管理听证
幼儿园校车
将纳入校车管理

本报9月23日讯 今天，省
教育厅举行《湖南省实施〈校车
安全管理条例〉办法（草案）》听
证会，16名听证代表，3名旁听
代表， 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参会。 草案扩大了湖南校车概
念， 将幼儿园校车一并纳入校
车规范化管理范畴。

据介绍， 我省目前需乘车
上下学的学生253万人，获得使
用许可的校车约2万余辆。全省
123个县市区15个开发区中，有
93个县市区采用了农村客运模
式、26个县市区采用了专营模
式、19个县市区采用了公交模
式、客运模式、专营模式并存的
模式。各市州、县市区均建立了
校车运营模式和管理机制。

今年8月，省教育厅会同省
政府法制办形成了草案听证
稿。从管理职责、校车要求、校
车使用许可申请、 校车许可程
序、校车行驶线路、驾驶校车许
可、校车通行安全、安全教育等
多方面做出了规定， 并重点就
如何更有效破解幼儿园校车安
全管理、学生用船管理、校车运
营模式的确立、 校车长效管理
工作机制建立、校车发展方向、
学生乘车安全照管、 校车管理
过渡期的确定等7类主要问题
做出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听证会上， 大家围绕部门
如何联动监管、 如何更有效提
升驾驶员的技术素质和工作待
遇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省教育
厅负责人表示， 将根据代表们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作进一步
修改，有望在年内出台实施。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旭林

本报9月23日讯 对
很多人来说，房屋装修是
一件大事。可长沙的市民
得注意了，今后装修时切
莫乱拆乱改乱扩，否则可
能被处以1万至10万元
不等的罚款。 今天下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对《长沙市房
屋安全管理条例》进行了
分组审议。条例对房屋安
全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

针对当前房屋装修
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条例
在明确房屋所有权人是
房屋安全使用责任人的
基础上，规定该责任人不
得擅自实施下列影响房
屋安全的行为：拆除房屋
承重梁、柱、板和基础结
构；拆除房屋承重墙或在
承重墙上开挖壁柜、门窗
等洞口；超过房屋设计标
准， 增加房屋使用荷载；
在房屋楼面结构层开凿
洞口或扩大洞口；开挖房
屋地面和地下室；拆改具
有房屋抗震、防火整体功

能的非承重结构；其他影
响房屋安全的行为。

确需实施这些行为
的， 应委托原设计单位或
具有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
提出设计方案、施工图。

如违反这些规定，将
由房屋安全主管部门责令
该责任人停止违法行为，
恢复原状；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条例同时明确了装
饰装修企业的房屋安全
管理责任。房屋装饰装修
前，企业应核实所承接的
工程是否会影响房屋安
全，是否符合建设程序的
相关规定。如果房屋安全
使用责任人未履行相应
建设程序， 企业不得施
工。否则，房屋安全主管
部门将责令企业停止施
工，并可处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

■记者 刘文韬
实习生 郭子宁

我省立法规范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 消除“大班额”现象

3万以上居民小区应配置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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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心区环保局
招6名监督管理员

本报9月23日讯 长沙市天
心区环保局公开招聘编外聘用人
员6名，从事环境监督管理工作。9
月28日起，有意者可去现场报名。

招聘要求男性， 年龄在35岁
以下（1980年8月30日后出生），
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文化程
度。 符合下列条件的应聘者将优
先考虑： 具备国家承认的环境监
测、化学分析、法律及环境保护相
关专业的； 具备基层环保工作经
历的；具有环保专业中级职称的。

报名时间：9月28日至10月14
日；报名地点：天心区环保局监测
站办公室（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
路 298号天心区政府南栋 2722
室）。招聘程序：报名、资格审查、
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

■记者 陈月红

亚行助推湘企
对接全国碳市场

本报9月23日讯 全省工商
企业低碳发展高峰会暨碳交易能
力培训会今天举行。目前，国家发
改委正在收集各省重点行业企
业碳排放数据，酝酿推出《全国碳
排放交易总量设定和配额分配的
方案》。副省长张剑飞，亚洲开发
银行行长中尾武彦等出席会议并
讲话。

今年全国碳交易注册登记系
统正式建立，并出台14个行业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
南。22日下午， 亚行与省发改委
签署了《关于共同促进低碳技术
开发与推广谅解备忘录》。亚行将
支持我省建立湖南低碳技术创业
投资基金、 省低碳技术产业孵化
园及省低碳技术网络与交易服
务平台， 并出台一套政府遴选和
扶持低碳技术的政策措施。

省发改委表示， 湖南下一步
要做的是， 如何发展碳权交易市
场，让碳权交易法制化、公平、透
明，并制定相应的定价机制。

■记者 彭可心 实习生 陆海菲

本报9月23日讯 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审议
了《湖南省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
设条例（草案）》，在中小学校幼儿
园的规划、建设、监督检查、法律责
任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拟规定
1万居民以上住宅区应配置小学幼
儿园。

现状：“大班额”常见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城
镇教育资源日益紧缺，立法滞后给
教育带来很大问题。” 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梁尔源表示，譬如“大班额”
的现象比较普遍。

2013年，我省小学、初中、高中
“大班额 ” 比例分别达 24.52% 、
39.31%、61.39%，14个市州中有10
个市州小学“大班额” 比例超过
20%，9个市州初中“大班额”比例
超过35%，11个市州高中“大班额”
比例超过50%。“‘上学难’、‘入园
难’问题日益突出。”梁尔源说。

对此，从2013年起，省教育厅
成立起草工作组，历时两年打磨出
该条例草案，旨在保证适龄少年儿
童能就近入学、入园和消除“大班
额”现象。

3万以上居民小区配中学

在中小学幼儿园布局专项规
划方面，草案规定，市、县政府对中
小学校、 幼儿园的建设承担主体责
任，并明确了住宅区配套建设中小学
校、幼儿园的标准：规划建设1万-1.5
万居民住宅区的， 应规划配置幼儿
园、小学；规划建设3万-5万居民住宅
区的，还应规划配置初级中学。

“建议增加规定‘规划建设
5000居民以上住宅区的，应规划配
置幼儿园’。”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董岳林建议，应加强对城市住宅
区规划配置中小学校、幼儿园的约
束，已有居民住宅区配置达不到该
要求的，应补充规划配置或结合周
边区域规划建设的居民住宅区规
划配置相应的幼儿园、小学、初级
中学，以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农村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
设方面，董岳林建议，明确规定“中
小学校、幼儿园布局专项规划应覆
盖城乡所有社区、村（组），保障所
有适龄幼儿、儿童的入园、入学需
求”。 上学距离超过一定标准或交
通、通行条件恶劣的，应设置寄宿
制学校。

严重违规负责人或撤职

草案提出，对于县级以上政府
及有关部门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
由政府责令限期整改，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
予警告或记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处分。

分组审议中， 梁尔源还建议，
要加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参与
度，“哪个地方要建学校？ 建多大？
教育部门最清楚，特别是在土地详
细规划之前必须征求教育主管部
门的意见。”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陆海菲

据统计， 至去年底， 长沙市各类危旧住房数量达
1012处，共计120余万平方米。在房屋使用过程中，因违
规装饰装修、破坏房屋承重结构、肆意拆改房屋、开挖
地下室等破坏房屋主体结构、 影响房屋安全使用的行
为日益增多。为规范房屋安全使用行为，长沙市制定了
《长沙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并于今年8月在市人大常
委会议上表决通过。 一旦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查批准，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立法连线

长沙立法规范房屋安全使用行为

装修乱拆最高拟罚10万

链接

《长沙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有望明年实施

听证

军民
迎中秋

9月22日，省军区官兵与社区群众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当天，长沙市芙
蓉区韭菜园街道军区社区和省军区联合举办“月饼寄相思 军民共团圆”中秋主
题活动。来自社区的青年志愿者、军区幼儿园小朋友和官兵一起在省军区大礼
堂欣赏文艺节目表演，手工制作月饼，给亲人送祝福。

■记者 王智芳 徐行 通讯员 李荣 卓健 摄影报道

国庆也能买便宜机票
本报9月23日讯 中秋国庆假

期将至， 从长沙飞各大主要旅游
城市的机票价格早已水涨船高。
不过， 记者今天从海南航空获悉，
9月27日-10月4日期间，长沙至杭
州机票最低仅2折，只需160元。

国庆假期过后， 热门景点机
票则普遍“跳水”。长沙至三亚、海
口、福州等地机票10月8日起均有
最低2至3折优惠。

另据海航介绍， 现在起预订
12月的国际航班可享特价优惠。
如12月期间， 长沙至美国加州城
市圣何塞的航班， 往返最低仅需
1800元（不含税）。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陈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