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21日讯 日前，国家
煤矿安监局通报全国56名不合格
矿长、151家未持证上岗煤矿名
单，我省浏阳市金凯矿业公司、湖
南省煤业集团白山坪矿业公司磨
田煤矿等26家企业上榜。

通报指出， 从今年国家煤矿
安监局组织开展的明察暗访以及
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专
项检查掌握的情况来看， 煤矿安
全培训工作仍然存在一些较为突
出的问题。其中，我省浏阳市金凯
矿业公司所有监测监控作业人员
均未持证上岗； 白山坪矿业公司
磨田煤矿新工人培训考试虽为闭
卷考试， 但所有工人的答卷全部
一样， 分数却不相同。 检查还发
现， 省煤炭工业局给耒阳市开元
煤业楠木山井的15名女职工颁发
了井下电气作业操作证， 违反了
相关规定。 ■记者 胡锐

本报 11月 21日讯 今
天，桃江县委决定，免去县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周德生的党
组书记、 提请免去其局长职
务； 免去县教育局黄志刚的
县教育工委书记、 提请免去
其局长职务； 免去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王满云的党组成
员、提请免去其副局长职务；
免去县教育局符祝英的县教
育工委委员、 提请免去其副
局长职务； 提请免去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文富强的主任
职务， 建议县直属机关工委
免去其县疾控中心党支部书
记职务； 免去戴次波的县教
育工委副书记、 提请免去县
人民政府主任督学职务（县
职业中专学校原党委书记、
校长）；同时建议县教育工委
免去杨宇同志的县第四中学
党总支部书记、校长职务。桃
江县纪委、 监察局将进一步
依法依规开展调查， 对在此

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处置工
作中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予
以严肃处理。

今年8月以来，桃江县第
四中学发现肺结核疫情，至
11月17日， 已发现肺结核确
诊病例29例、 疑似病例5例，
预防性服药38例。 今年10月
至今， 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先后发现8名学生确诊为肺
结核病例。 经国家卫计委员
和湖南省卫计委确认， 这是
一起聚集性肺结核公共卫生
事件。 桃江县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桃江县教育局、桃江县
职业中专、桃江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桃江县第四中学的相
关负责人组织防控不力，对桃
江县发生的聚集性肺结核公
共卫生事件负有责任。

桃江县委、县政府要求，
不惜一切代价治疗被感染学
生，确保尽快恢复健康。

■通讯员 陶新

本报 11月 21日讯 为
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会议精神，将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深、悟透。近日，湖南
株洲市公安消防支队特邀
省委党校副校长吴传毅教
授，为全市消防官兵作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辅导讲座。

吴教授从中国过去五年
的工作和新时代的来临，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
新时代的新思想及基本方
略、 新时代的两大基本工作

目标、 新时代需要做好的九
项工作等五个方面对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行了深刻的阐
述，既有理论的深度和高度，
又有实践的指导意义。

支队要求全体官兵要深
刻学习领会，认真消化吸收，
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
责、干事创业的强劲动力，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严之又
严的作风、 实之又实的工作
迎接新的使命、 迈向新的征
程。 ■通讯员 杨洋

本报11月21日讯 今天，
第十二届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
权合作联席会议暨“一带一路”
知识产权高层论坛在长沙举
行。 泛珠三角区域各方代表签
署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泛珠
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友志出
席并致辞。

《合作协议》约定从五个方
面开展合作：加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知识产权法规、政
策信息研究；引导企业建立知识
产权预警机制、降低知识产权侵
权风险;加强各区域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优势产业知识产权

布局合作，提升区域产业的创新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探索开展校
企合作，联合培养熟悉国际贸易
和知识产权规则、 专业化程度
较高的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
加大对“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
作交流的宣传力度， 提升区域
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意
识。 协议还约定了坚持联席会
议制度、 联络员制度和专题工
作小组制度等合作机制。

会议商定， 下一届泛珠三
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联席会议
将由广东省知识产权局承办。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向一鹏 刘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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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1日讯 今天上
午， 全省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改革发展现场推进会在
郴州资兴召开。 会前， 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作出批示， 要求全省各级各有
关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加强
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坚持优
先发展教育事业， 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改革，缩
小城乡教育差距， 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出席并讲话。

国家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
出席并讲话， 副省长向力力主
持，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加快实现城乡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杜家毫在批示中指出，义
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
重。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基础。 全省各级各有
关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
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教育改
革，推进依法治教，促进教育公
平，搞好教育扶贫，加快教育现
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 抓紧抓实
我省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十项计
划”，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
工作落实、督导落实，着力解决
突出问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加快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
等化。

着重解决好
五个方面的问题

许达哲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把
教育摆在优先位置，把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作为重中
之重。站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全局高度，把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与创新开放、
脱贫攻坚、新型城镇化、乡村
振兴等工作统筹起来谋划部
署，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落实到具体事情上，让教育
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插上梦
的翅膀，让城乡群众拥有更多
的教育获得感。要以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为目标，扎实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围绕“两个基本实现”，即基本
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均等化，基本实现县域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着重解决好五个
方面的问题：把党的教育方针
作为根本遵循，把立德树人作
为根本任务，把全面的教育质
量观作为科学指引，解决好坚
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问题；抓多
规合一、抓统筹、抓新扩建、抓
提质 ，解决好“有学上、上好
学”的问题；统一编制标准和
岗位结构比例， 提高教师待
遇，加强教师培养培训，加强
师风师德建设，解决好“有人
教、能教好”的问题；建好贫困
地区中小学校，强化控辍保学
工作，降低贫困家庭子女就学
负担，解决好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问题； 开展联合整治，加
大监管力度，着力解决好校外
培训不规范、 大班额、“择校
热”、 校园安全等群众反映强
烈的热点问题。 要落实“优先
发展教育事业”要求，坚持齐
抓共管、保障教育投入、强化
督导问责、 营造浓厚氛围，形
成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的合力。

朱之文说， 希望湖南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面向新
时代谋划和推动基础教育改革
发展， 充分认识推进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重大意
义， 全面落实推进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重点任
务， 努力将各项工作提升到新
的水平， 为全国贡献更多的新
鲜经验。

会上， 部分典型县市区和
相关省直部门做了发言。

■记者 冒蕞

全省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现场推进会召开 杜家毫作批示 许达哲出席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株洲消防请党校教授宣讲十九大精神

桃江县对多人采取组织处理措施
提请免去县卫计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等人职务

泛珠知识产权联席会议签署协议
深化区域知识产权合作

竟给女职工颁发
井下作业操作证
全国通报违规煤矿企业
湖南26家上榜

11月21日，市民在新建的长沙浏阳河人文风情展厅参观。当天，长沙浏阳河人文风情展厅在芙蓉区东屯渡街
道金科社区建成开放。该展厅面积约200平方米，按照大美浏阳河、人文浏阳河、文旅浏阳河和竞渡浏阳河四个部
分展开，展出各种文献资料、历史图片以及实物160余件。 徐行 欧阳倩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