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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日讯 长沙湘
江新区作为中部地区首个国
家级新区，教育资源的规划配
套发展迅速。梅溪湖乃湘江新
区桥头堡，自发展之初，便大
手笔引入多个优质文化、教育
配套项目。梅溪湖教育的投入
力度，跃然而出。目前，梅溪湖
已经引进了多所重点中小学，
教育配套建设初具成效。

为了让广大市民更清楚
地了解梅溪湖的教育资源优
势，近日，湘江新区梅溪湖联
合湖南地图出版社发布梅溪
湖区域教育地图。 数据显示，
目前长沙（五区）共拥有83所
优质中小学。平均每千公顷范
围内拥有0.68所优质中小学。
其中， 梅溪湖优质中小学分

布， 是整份数据的最大亮点。
在梅溪湖国际新城14.7平方
公里土地上，现已驻扎着13所
优质中小学，也就是说，在梅
溪湖，平均每千公顷范围就有
8.84所优质中小学。长沙（五
区）总现有人口309.4万，人口
基数与优质中小学分布情况，
平均每十万人享用2.7所优质
中小学。其中，将有30万人口
落户梅溪湖国际新城，这30万
人口，平均每十万人可享受到
4.3所优质中小学。

长沙首份权威区域教育
地图即将面世，6月5日-6月
12日期间，市民可前往梅溪湖
各大楼盘营销中心领取，共计
2000份，领完即止。

■记者 黄京

本报6月2日讯 今日，“质
检为民、清新居室、健康生活”
保障性住房社区行活动启动
仪式在长沙市岳麓区麓谷街
道办事处和馨园社区举行。据
记者了解， 此次活动共分两
期，计划为长沙市五区一县的
保障性住房提供400户免费室
内空气质量检测，并且依据检
测数据写出保障性住房室内
空气质量分析报告，旨在为保
障性住房住户把好室内空气
质量关，关注保障性住房家庭
的身体健康安全。

此次活动由湖南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 省产商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 长沙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发起。省

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苏光荣指出，在人的一生中，
至少有80%以上的时间是在
室内环境中度过的， 因而室
内空气质量的好坏与人体健
康的关系非常密切。 很多室
内空气污染物在短期内就可
能对人体产生极大的危害，
而有些则潜伏期很长， 甚至
长达几十年之久。

“通过此次活动的宣传，
让人们特别是保障性住房住
户认识到室内空气质量对人
体健康的重要性，也能引发社
会各界对保障性住房住户生
活质量的关注。”

■记者 朱蓉 黄海文
通讯员 王诚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今天
获悉，由长沙市人社局等部门
联合拟定的《关于调整工伤保
险费率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以下称《意见稿》）正在征求
社会公众意见。长沙工伤保险
基准费率拟调整，行业工伤风
险类别从现在的三类将细分
为八类。据了解，参保职工的
工伤保险待遇不受费率调整
的影响。

风险类别
由三类细分为八类

据了解，目前长沙工伤保
险行业风险分类分为三类。

据《意见稿》， 长沙将根据
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由
低到高，依次将行业工伤风险
类别划分为一类至八类。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货币金融
服务等为一类，批发业、零售
业等为二类， 食品制造业、娱
乐业等为三类， 医药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等为四类，家具制
造业、 建筑安装业等为五类，
渔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等为六类，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核燃料加工业等为七
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等为八类。

“由三类细分为八类，能
更加如实地反映行业中的真
实风险差别，使工伤保险费率
收缴更科学合理。” 长沙市人
社局工伤保险处有关工作人
员表示。

《意见稿》明确，长沙市本

级及内五区参保单位将由长
沙市人社局按照一类至八类
行业风险分别确定其所对应
的行业风险类别。长、望、浏、
宁统筹地区可根据本地情况，
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
原则，确定本地区一类至八类
行业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并
备案、接受指导。

费率调整
不影响保险待遇

据介绍， 目前， 长沙一、
二、三类行业参保单位的工伤
保险基准费率分别为该行业
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0.5%、1%、2%，实行浮动费率
制度。

据《意见稿》，长沙市本级
及内五区参保单位的工伤保
险基准费率拟按以下标准执
行：一类至八类分别为该行业
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0.5%、0.8%、1.0%、1.2%、1.5%、
2%、2.4%、2.5%。 通过费率浮
动的办法确定每个行业内的
费率档次，其中一类行业分为
三个档次，即在基准费率的基
础上， 可向上浮动至120%、
150%； 二类至八类行业分为
五个档次，即在基准费率的基
础上， 可分别向上浮动至
120% 、150%或向下浮动至
80%、50%。

据介绍，费率调整譬如下
调，工伤职工的待遇项目不会
因此减少，待遇水平也不会受
影响。 ■记者 陈月红

本报6月2日讯 1日起冷
空气来临， 各地也开始降温降
雨。省气象台今日16时发布暴
雨蓝色预警： 预计未来24小
时，怀化、邵阳、衡阳、娄底、湘
潭、 株洲、 长沙东部将出现暴
雨， 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
天气。 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是
此次过程降雨最强时段，3日晚
开始湖南大部天气逐渐转好。

实况统计，1日上午8时至
2日上午8时，湘北部分地区出
现了中到大雨， 局地暴雨；湘
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下降
了8℃-10℃，岳阳临湘5月31
日最高温达35℃，6月1日直降
至26.7℃。

具体预报如下： 2日下午
到3日白天：湘西州、张家界、
常德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阴
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
怀化、邵阳、衡阳、永州、株洲、
湘潭部分大雨， 局地暴雨。 3
日晚到4日白天： 湘南阴天有
小到中等阵雨， 其他地区多
云。 4日晚到5日白天：湘南多
云间阴天，局地有阵雨，其他
地区多云间晴天。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
过程，各地注意防范较强降雨
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城
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
地质灾害。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谭萍 胡燕

长沙拟调整工伤保险费率
行业风险类别由三类细分为金融服务、煤炭开采等八类 保险待遇不受影响

24小时街区自助图书馆今日开馆
6月2日下午，长沙市开福区24小时街区自助图书馆内，工作人员在做开馆准备。开福区文体新局率先在湖南烈

士公园南大门前坪建立长沙市最大的24小时街区自助图书馆，馆内面积约20平方米，能装载纸质图书3000余册。6
月3日该馆将正式开馆，市民只需要凭借长沙市图书馆读者证或二代身份证就能刷卡进入书屋，在自助借还书机办
理借还书手续。 记者 田超 摄

为做好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工作，长沙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在
多次测算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工伤保险费率调整方案， 起草了
《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6月10日前，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525783296@qq.com发送邮
件，将意见反馈给长沙市人社局。

长沙首份区域教育地图即将面世
市民可前往梅溪湖免费领取

今晚暴雨停歇，天气好转

400户将获免费空气检测
辐射长沙五区一县保障性住房

本报6月2日讯 记者今天从湖
南省高院了解到，自6月1日起，湖南
全省各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人
民法庭新受理的事实清楚、 权利义
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标的额在人
民币16000元以下（含16000元）的
简单民事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实行一审终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小
额诉讼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
之三十以下。 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自
2016年6月1日起，我省适用小额诉
讼程序审理案件的标的额变更为
16000元人民币以下（含16000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曾妍

小额诉讼程序标的额
已变更为1.6万元以下

本报6月2日讯 今天，2016年
-2020年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稿）专家座谈会在长沙举
行， 会议听取采纳了专家学者的宝
贵意见，尽快形成“两个规划”送审
稿， 并争取7月份报省政府审议，再
由省政府颁布实施。

据介绍，“两个规划” 的编制工
作已于去年全面启动并形成了初
稿，本次座谈会，主要在妇女儿童健
康、妇女儿童教育、妇女与经济、妇
女参与决策和管理、 妇女儿童福利
与社会保障、妇女儿童与环境、妇女
儿童法律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陈立荣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7月前报省政府审议

链接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反馈意见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