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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3日讯 日前
省政府下发的《关于实施支
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
财政政策的通知》，从财力补
助、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产
权改革等多个方面， 支持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子女平等享有
受教育权利

为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子
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通
知》要求，支持公办幼儿园建
设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积极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加大奖补力度，引导鼓励
市、 县级政府合理规划学前
教育布局， 丰富城镇学前教
育资源， 在居住地向随迁子
女提供学前教育服务。

支持人口流入地以公办
义务教育学校为主接受随
迁子女就近入学，统一学籍
管理，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实现相关经费
随学生学籍流动可携带。对
经批准承担义务教育的民
办学校， 在确定相关收费标
准时，要充分考虑公用经费
补助等因素合理定价，切实
降低随迁子女受教育成本。

根据《通知》，符合条件
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
人口随迁子女， 按政策同等
享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或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免学杂费待遇，同
等享受中等职业教育或普通
高中学生助学金等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

推进跨省异地就医
费用核查和结算

《通知》要求，加快落实
城镇职工与城乡基本医疗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异地
就医结算办法。

完善城乡统一的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
险制度， 确保城乡居民在基
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
待遇保障、 基金管理、 经办
服务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支持选择参加当地医保。
对于居住证持有人选择参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个
人按当地居民相同标准缴费，
各级财政按照当地参保居民
相同标准给予补助，避免重复
参保、重复补助。

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覆盖范围

《通知》要求，加快实施
统一规范的城乡养老保险制
度。按照国家部署，将与企业
建立稳定劳动关系或符合条
件的灵活就业农业转移人口
纳入企业养老保险等城镇社
会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由省、
市州财政根据相关规定，按
照符合领取居民基础养老金
条件的老年人口数、 缴费人
数和相关补助标准对下予以
补助。

在就业方面， 省财政在
安排就业专项资金时， 要充
分考虑农业转移人口就业问
题， 将城镇常住人口和城镇
新增就业人数作为分配因
素，并赋予适当权重。

鼓励农业转移人口通过
市场购买或租赁住房等多种
方式解决居住问题。 支持将
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
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 积极
推进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的
城中村改造。 将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范围扩大到持有居住
证的农业转移人口， 符合条
件的进城农民可申请承租公
共租赁住房或申领低收入住
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本报3月23日讯 近日，省
交通运输厅官网发布了《湖南
省道路运输站场“十三五”建设
规划》，透露我省道路运输站场
建设总投资预计为150亿元，将
建设二级及以上客运站 88个、
建设78个物流园。

到“十三五”末，我省每个
市州都将有综合客运枢纽，各
县（县级市）有 2�个以上二级
及以上客运站。

长沙将新增3个一级客运站

据了解， 我省道路客运站
场建设将重点建设综合客运枢
纽、 提质改造现有客运站场，
在重要乡镇合理布局建设乡镇
汽车客运站， 推进农村招呼站
建设，为“十三五” 末实现村村
通客运奠定基础。

具体说来， 我省规划建设
一级客运站 30�个，二级客运站
58�个，三级客运站 81�个，农村
招呼站1.5万个。

记者从规划项目明细中查
询到，长沙将建设3个一级客运
站， 除了已在建设的长沙汽车
南站综合交通枢纽外， 还将新
建长沙高岭汽车站、 长沙黄花
机场综合客运枢纽。

我省将建设78个物流园

在道路货运站场建设方
面，“十三五” 期间我省将重点
建设多式联运、 通用集散型物
流园区， 初步建成辐射全省的

物流网络。
目前，我省备案的物流园（

物流中心） 及货运站共有 42�
个。按照规划，我省将建设货
运枢纽（物流园） 78�个，其中
54个项目是新建，24个项目为
续建。

具体说来， 一级物流节点
城市长沙有12个， 包括望城铜
官港区水运物流园、 长沙金桥
物流中心等； 二级物流节点城
市（衡阳、岳阳、娄底）20�个；三
级物流节点城市（邵阳、常德、
郴州、怀化、株洲、湘潭、永州）
38�个；其他市州（张家界、 益
阳、湘西州）8�个。

农村客运班车
承接小件快运有望推广

按照规划，我省“十三五”
期间将启动农村物流试点的建
设，大力推进城乡物流的发展。

一方面， 我省将建立城市
绿色货运配送体系， 积极引导
物流园区、 城市共同配送中心
（分拨中心）及末端配送网点三
级配送节点建设， 协同相关部
门完善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控
措施， 推广共同配送等先进组
织模式。

此外，我省还将统筹交通、
邮政、商务、供销等农村物流站
点资源，鼓励“多站合一” 的站
场运营模式， 积极推广农村货
运班线、 农村客运班车利用货
舱承接小件快运等服务模式。

■记者 潘显璇

本报3月22日讯 今年以来，长
沙市环保系统组织开展了为期3个
月的环境保护“春雷行动”，全面加
大环境执法力度。今日，长沙市环委
会通报了5起移送公安典型环境违
法案件。

2016年9月28日， 执法人员发
现长沙坛农乡食品有限公司污水处
理设施未运行， 并且私设暗管将污
水处理站末端沉淀池未处理的生产
废水向外直排。 执法人员决定对该
公司处以罚款4万元的行政处罚。公
安机关于今年2月24日作出对公司
负责人苏春良行政拘留3日的决定。

2016年10月13日， 执法人员发
现天心区龙湘油桶经营部擅自进行
废矿物油桶的收集、 清洗、 拆解、翻
新、销售，地面残留有大量的废旧油
液，并且无任何环保处理设施，大量
清洗废液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外环境。
公安机关于今年2月21日作出对该
经营部负责人龙冬义处以行政拘留
3日的决定。

2016年8月24日，执法人员发现
天心区南托街道友旺通废旧油桶经
营部直接将清洗废旧油桶的废水和
桶内的残留物倒入土坑。 土坑没有
进行任何防渗漏处理， 坑内废水溢
流到附近的鱼塘。公安机关于今年2
月21日作出对该经营部负责人王
文明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决定。

2016年9月29日，执法人员在对
开福区沙坪街道大明村废矿物油收
集点的执法检查过程中， 发现钟国
良(个体户)、钟安国(个体户)无经营
许可证，擅自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
处置。

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于今年1
月20日作出对钟国良及钟安国处
以行政拘留3日的决定。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易丽平

农民进城可获多重“财政礼包”
子女就近入学，跨省异地医保，纳入住房保障

《道路运输站场“十三五”建设规划》发布

长沙高岭将建汽车站
黄花机场将建客运枢纽

3月23日，道县气象局，工作人员为小学生介绍降水天气现象自动观测仪。当天是世
界气象日，该县气象局举行气象主题科普活动，邀请第二小学的120余名五年级学生参
观气象观测室和气象仪器等，学习气象知识。 何红福 曹峰 摄影报道

“探秘”气象局

长沙环委会通报
5起环境违法案件

本报3月23日讯 省纪委
三湘风纪网今天发出消息，经
湖南省委批准，省纪委近日对
怀化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
长杨开凤和湖南省天心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
长冷永进，党组副书记、副董
事长、总经理刘红运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 杨开凤同志在担
任怀化生态工业园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怀化市政府
党组成员、副市长期间，搞迷
信活动，用公款聘请“风水大
师”担任园区顾问；违反廉洁
纪律， 在操办父亲丧事中违
反殡葬管理规定， 搞利益交
换侵犯国家利益； 不如实报
告个人房产、 股票和投资等

有关事项。依据有关规定，决
定给予杨开凤同志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报省政府批准，给
予其行政撤职处分， 降为正
处级非领导职务。

湖南省天心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违反规定委托银行贷
款， 被不法分子诈骗3000万
元， 给国家利益造成了重大
经济损失。冷永进、刘红运同
志作为公司主要领导， 严重
失职失责， 对诈骗事件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相关规
定， 决定给予冷永进同志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 给予刘红
运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
免去其现任职务； 报省政府
批准， 给予冷永进行政撤职
处分。 ■记者 张斌

3名省管党员领导干部被追责

政风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