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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委会综合督查组进驻湖南
对我省开展为期两周的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查和考评工作
本报9月12日讯 按照国
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 国务院
安委会安全生产大检查第13综
合督查组从9月12日起，对我省
开展为期两周的安全生产大检
查综合督查和考评工作。 今天
下午， 我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汇报会， 向督查组介绍全
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会后，省
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与督查
组组长、 文化部副部长杨志今
一行进行座谈。
许达哲在座谈中说， 安全
生产事关民生福祉， 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省委、省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 持续加强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监管，狠抓“三个责
任”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
体稳定向好。 湖南将以此次综
合督查为契机， 积极主动配合
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查
工作， 全面落实督查组的各项

工作要求，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作风，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再落实， 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 完善体
制机制和政策措施， 全面提升安
全监管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推动
安全生产工作走上法制化、 规范
化轨道，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杨志今说， 此次安全生产大
检查综合督查为近年来规格最高
的一次， 综合督查的主要对象是
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 重点督查
大 检查 工作 责 任和 措施 落 实 情
况，抽查部分重点企业，检验政府
工作成效， 推动大检查工作扎实
深入开展。
副省长杨光荣在汇报会上表
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密切配合，
自觉主动接受督查， 并以督查为
契机，发现问题，堵塞漏洞，落实
责任，逐条整改，确保综合督查取
得实效， 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
■记者 彭雅惠 冒蕞

9月12日，第20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湖南省开幕式在洪江市举行。图为开幕式上的情景剧《教育之舟，
终将远航》，表达了师范生投身乡村教育的酸甜苦辣。
雷鸿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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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月我省安全事故同比下降近五成
本报9月12日讯 今天，我
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 传达国务委员王勇在湘检
查安全生产工作时的重要指示
和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在省安监局调研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杨光荣副省长
出席会议并对下阶段重点工作
任务进行部署。
杨光荣着重强调， 要牢固
树立红线意识， 切实提高安全
生产工作政治站位， 坚决执行
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 对标对表落
实考核要求， 狠抓事故隐患整
改，保持监管执法高压态势，加
强问责和考核；加快推进“一单

四制”落实，明确责任，完善机制，
按时实现运行规范化、常态化；坚
决淘汰落后不安全产能， 全面完
成煤炭、 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
年度淘汰任务； 全力推动安全生
产领域改革发展；持续推进煤矿、
道路交通、烟花爆竹、危化品及其
他重点行业领域的专项治理，圆
满实现“三个确保、一个绝不”的
工作目标。
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我省
安全生产工作进展。 省安监局表
示，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1至8月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 总
量、 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49.7%、37%， 没有发生特别重大
事故。
■记者 彭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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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类安全生产失信行为
将按规实施联合惩戒
本 报 9 月 12 日 讯 日
前，省安监局印发《关于认
真贯彻实施 〈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关于对安全生产领
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
的实施办法〉 的通知》。据
悉， 经国家安监总局审议
确定的联合惩戒对象和
“黑名单”信息，将通过“信
用湖南”向有关部门通报，
并按规实施联合惩戒。
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
为大概可分为10类： 发生
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或1年内累计发生3
起及以上造成人员死亡的
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的； 未按规定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 擅自开展生产经
营建设活动的； 发现重大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或职
业病危害严重超标， 不及
时整改， 仍组织从业人员
冒险作业的；采取隐蔽、欺
骗或阻碍等方式逃避 、对
抗安全监管监察的； 被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仍然从
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 的；
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
事故的； 矿山、 危险化学
品、 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
收合格即投入生产和使用
的； 矿山生产经营单位存
在超层越界开采、 以探代
采行为的等。 ■记者 胡锐

长沙市中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刘革强被“双开”
本报9月12日讯 日前，经长沙
市委批准， 长沙市纪委对长沙市中
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刘革
强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纪委获悉， 经市
纪委常 委会 会议 研 究并 报市 委 批
准，决定给予刘革强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经查，刘革强违反政治纪律，对
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他人旅游活
动安排；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向组
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违反廉洁纪
律， 违规接受股份认筹资格并从中
获利；违反生活纪律，与多名女性发
生不正当性关系。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
涉嫌犯罪。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甘艳

谨防“教育焦虑”背后的陷阱

“不可捉摸、模棱两可、体外
循环。”殷飞则用这样三个词概括
当下基础教育阶段的无序竞争。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让人们感到
确定的统一考试反而显得不那么
面目可憎了。不辞辛苦培训、不惜
人力陪读、 不惜成本择校……专
家认为， 当下的教育焦虑固然来
自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 但家
长严重焦虑和畸形攀比的“心魔”
背 后 确 有 利 益 推 手 。（9 月 12 日
新华社）
“教育焦虑”一词这几年越发
常见，无论是小升初，还是留学低
龄化，甚至是学前教育，都透着一股
令人焦躁紧张的气息。家长们常常
觉得力不从心，一方面是体制教育
资源的紧缺让人不得不疲于奔命
去参加一场场白热化的资源抢夺
大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教育资源

（如各种培训）的溢出，让人难以选
择却又不得不跟风选择。
前段时间流传于网上的一篇
名为《牛蛙之殇》的文章，很好地
体现了如今家长们的教育焦虑，
文章中的小孩3岁起就进入了“牛
蛙模式”，所谓的“牛蛙模式”在上
海的意思是“小孩考进上海四大
民办小学，就是‘牛蛙’，否则就是
‘青蛙’。”而这种模式会有一条继
续延伸的链条： 著名民办小学—
著名民办初中—著名公立高中—
清华、北大、交大、复旦和海外常
青藤。除了这种“牛蛙”现象之外，
现在不少家长将孩子早早送到国
外读书，留学生越来越低龄化，有
家底的还好， 没家底的砸锅卖铁
将孩子送出去， 结果却并没有得
到预期的教育回报， 前几天一则
新闻报道说杭州一女生海外留学

6年花费200多万元， 父母卖房供
其读书， 回国后月薪却只有2000
元。这其实也是“教育焦虑”所导
致的后遗症。
前不久， 另一篇体现教育焦
虑的文章 《月薪三万撑不起孩子
的一个暑假》也在网上广为流传。
这些透过教育来剖解家庭和家长
的极度焦虑心态的现象， 很容易
就形成了更广更深的“焦虑影响
效应”。 正是在这种“集体焦虑”
下， 一些商业机构开启了牟利之
途。一位教育培训业内人士说，家
长们往往今天看某个“牛娃”上了
什么班，就开始焦虑，想马上跟风
报班；明天去报，发现居然有钱也
报不上，越报不上越心焦。摸透了
这些心理， 培训机构就会利用各
种群圈定目标受众， 打着分享升
学信息、提供升学指导的旗号，散

播报名紧张等信息，制造焦虑气氛，
“吹风”中就把生意给做了。
目前国内普遍的“教育焦虑”情
绪， 其滋生的原因一是因为家长对
教育的不正确理解， 陷入疯狂的攀
比中； 二是不乏一些商家在利益驱
动下，极力扩大社会对教育的焦虑。
当然，抛开这二者，还有我们老生常
谈的教育资源不均衡， 这也直接导
致了全民性焦虑。
要破解这种教育焦虑，除了国
家层面发力，如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尤其是落后地区和农村的 教育 投
入，尽快实现教育平等之外，也需
要民众自身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合
理制定孩子的教育规划，不盲目跟
风，尤其不要做培训广告的“易感
人群”， 陷入社会商业机构的牟利
圈套。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