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提请批准

拟规定每年3月1日为
“长沙慈善日”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苏莉）《长沙市慈善事业促
进条例》 提请省十一届人
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查
批准。今天上午，会议对该
《条例》 进行了分组审议。
常委会委员认为， 该 《条
例》 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相
抵触，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 建议省人大
常委会予以批准。

为进一步提高慈善活
动的公开度、 透明度，《条
例》 规定市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慈善
信息网络系统， 建立统一
公益慈善信息平台， 及时
发布募捐机构、募捐活动、
捐赠款物使用等信息。《条
例》 还强化了正常优惠方
面的支持。《条例》还在促进
公益组织协作、 加强慈善

文化建设、 鼓励从善等方
面作了一些规定， 包括规
定每年的3月1日为“长沙慈
善日”鼓励个人慈善行为，
建立表彰奖励制度等。

《条例 》针对目前社
会比较关注的慈善活动
的监督管理，作出了一些
创新性规定。明确了慈善
公募的主体、公募财产的
质量要求等。规定捐赠的
物 品 应 当 符 合 安 全 、卫
生 、环保等标准 。捐赠批
量产品的，应当提供产品
质量检验合格证书和相
关证明材料；捐赠专业器
材的，应当组织生产销售
者做好安装、调试和操作
培训等后续服务；捐赠食
品 、药品的 ，应当具备产
品质量合格、有效期限和
其他相关证明。

5月28日， 张家界市民族中学的学生在教室内复习功课。 当天， 距离2012年全
国高考还有10天， 学生们抓紧时间备战高考。 邵颖 摄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何国庆）今天，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我省普通
高校招生录取优惠政策公布。 8类考生可
获得奖励性加分，3类考生可享受照顾性
降分，而且都不能超过20分。 同时符合奖
励性加分和照顾性降分的考生，只能取其
中最高的一项分值作为考生的附加分。

8类可获得奖励性加分的考生分别
是：

第一类为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被评为省级优
秀学生者，可以加15分。

第二类是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政治品德
方面有突出事迹，且由省级以上教育行政
部门命名表彰者，可以加20分。

第三类是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 获得全国中学生
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或全国决
赛一、二、三等奖者；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 （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
实践活动）、“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或
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等奖者；在
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
目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者， 可以加20分。

第四类是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重大国际
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6名者

（须出具参加比赛的原始成绩， 运动项目
必须符合省教育厅规定）， 可以加20分。

第五类是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省级体育
比赛， 获个人项目前6名的队员或集体项
目前3名的主力队员 （运动项目必须符合
我厅规定）， 在报考当年经省统一测试合
格者， 可以加20分。

第六类是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

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市州级综
合性运动会获个人项目前3名的队员或集
体项目前3名的主力队员， 获得国家二级
运动员 （含） 以上称号的考生 （运动项
目必须符合省教育厅规定）， 在报考当年
经省统一测试合格者， 可以加10分。

报考体育类专业、 高水平运动员和
省内高校体育特长生不能享受以上第四、
第五、 第六项优惠加分。

第七类是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 ， 可
以加10分； 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 （含）
以上或被大军区 （含） 以上单位授予荣
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可以加20分。

第八类是中等职业教育应届毕业生，
在校期间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竞赛并获一、二、三等奖者，以及参
加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
赛并获一等奖者可以加20分；参加省教育
厅组织的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获得二、
三等奖者，分别可增加15分、10分。

3类考生可享受照顾性降分。 这3类考
生是：

（1）少数民族聚居州、县、乡的少数民
族考生，可以降低20分；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的汉族考生，可以降低10分；散居在汉
族地区的农村少数民族考生可以降低10
分；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城镇少数民族考生
可以降低5分。

（2）归侨、归侨子女 、 华侨子女和台
湾省籍考生可以降低10分。

（3） 烈士子女可以降低20分。
根据规定， 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奖

励性加分投档条件的， 只能取其中最高
一项分值 ， 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20分 ；
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降分条件的， 也只
能取其中最大的一项分值， 且不得超过
20分。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何国庆）高考
成绩不上线，是否可上大学？今天，记者从
省教育考试院找到答案：只要考生填报了
一些生源不足的学校或专业， 录取时，便
有望享受20至30分的降分优惠，圆上自己
的大学梦。

今年的招生政策规定，高校定向就业
（不含定向西藏就业）招生计划，按考生定
向就业志愿，在该校调档分数线上从高分
到低分投档，在该校调档分数线上不能完
成的， 可在该校调档分数线下20分以内、
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按考生定向
志愿补充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高校民族预科班招生，可在学校所在
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下80分以内按考
生预科班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投档，由高校
择优录取；高校民族班及定向西藏就业计
划招生，可在高校所在批次的录取控制分
数线下40分以内，按考生志愿从高分到低
分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

农林、航海、地矿等外省本科院校和
在湘高校在生源不足时，可在同批次录取
控制分数线下20分内降分投档，降分投档
以考生填报的最后一次征集志愿为依据
（本科提前批航海类专业降分投档以考生
第一次填报的志愿为依据）。

经省教育厅批准的省内高等职业技

术学院的特殊专业按考生志愿从高分到
低分投档。 在录取控制分数线上录不满额
时，可适当降分补充投档，降分投档在第
二次征集志愿投档后进行，最大降分幅度
不超过30分（降分投档以考生第二次高职
专科批征集志愿为依据）。 录取到特殊专
业的考生不得转入其他专业学习。

分数线下考生也有望上大学
●今年高校录取生源不足，可降分20至30分投档●民族预科班在线下80分以内投档

高考招生录取优惠政策公布
8类考生可获奖励性加分，3类考生可享受照顾性降分，但最高均不得超过20分

■高考招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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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汤笛声 张
朝晖 谢立芳）今天，国家电
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对外发
布该公司2011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这是该公司首次对
外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今后将每年发布一次。

报告披露 ，2011年度
省电力公司完成电网投
资95.8亿元， 全省国家电
网所属输电线路总长达
3.33万千米， 变电总容量
8325万千伏安。 通过农网
升级改造， 国家电网供电
范围内行政村电网升级
改造面达到82%， 有效提

升了农村供电能力。 截至
2011年底， 全省共建成12
个电气化县、141个电气化
乡、3372个电气化村，解决
了26个县县域电网与主电
网联系薄弱的问题。

湖南电网克服缺煤
少水带来的供电紧张局
面，有效保障了全省电力
有序供应 ；成功兑现 “城
市户均停电时间低于7小
时，农村户均停电时间低
于30小时” 的公开承诺。
省电网调度的水库，累计
节水增发电量27亿千瓦
时， 折合节约原煤116万
吨，节能减排效应明显。

省电力公司
首发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 国务院扶
贫办和共青团中央在长沙
召开中西部地区万名应用
人才助学行动工作会议，
并启动2012年 “雨露计划·
扬帆工程”。 根据这一计划
规定， 今年， 中部地区将
有万名学子可免费读职校，
而这万名指标中， 我省有
1000名计划指标。

凡具有初中或以上
文化程度 ， 并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者 ， 可由县级
扶贫办和团委优先推荐
入学 ： 家庭人均纯收入

低于扶贫标准者 、 因突
遇灾害造成家庭贫困者、
孤儿 、 烈士后代以及其
他特殊困难者。

据介绍， 面向中西部
100个县的扬帆工程， 重
点招收贫困家庭的 “两后
生”， 到承办学校接受2到
3年职业教育， 学生毕业
后颁发中职毕业证书和职
业技能证书 ， 如本人要
求， 还可以继续攻读高职
学历。 学生读书期间， 不
仅能免学费、 住宿费， 还
可以享受国家财政每年
1500元的助学金。

国家“扬帆工程”助学

我省千名学子可免费上职校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周月桂）第二届湖南家具
博览会 （简称 “家博会 ”）
将于9月26日至29日在慈
利县湘西东市家具大市
场举行。 在省政府新闻办
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 省林业厅负责人称，
本届家博会将突出 “绿
色”、“低碳”这一主题。

据省林业厅副厅长唐
苗生介绍， 本届家博会的
主题是“绿色湖南、品质家
具、低碳生活”，比首届家
博会增加了“绿色湖南”四

个字， 旨在引导湖南家具
产业从原料、设计、制造、
包装、 销售等各个环节践
行绿色环保理念， 促进产
业升级和科学发展。

据悉，整个主题活动
分为家具展示 、 产品贸
易、项目推介、奖项评选4
个板块， 会展馆规模达5
至8万平方米， 分为室内
特装展位、 标准展位、室
外展位 、湖南馆 、省外馆
等6个展馆， 预计将有省
内、 外300家以上家具及
相关企业参展。

第二届家博会9月举行
突出绿色、低碳主题

雅礼中学举办
模拟奥运会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为迎接2012
年伦敦奥运会到来， 今天， 长沙市雅礼中学举行
了首届 “梦想与团队” 模拟奥运会。

此次活动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与长沙市
教育局联合主办，雅礼中学承办。 共设开幕式、跳
长绳比赛、篮球友好赛、特别拓展活动、闭幕式5个
环节。雅礼中学高一年级4个班的全体学生及各班
班主任共同参与了这一有趣的活动。 师生们惟妙
惟肖的模拟表演，给开幕式平添了不少乐趣。

开幕式上，4个班级方队在雄壮的进行曲中缓
缓步入会场，他们依次代表的是美国、俄罗斯、中
国和英国代表团。每个代表团设一名旗手，高举大
国旗走在最前面， 方队中的每名同学各举一面小
国旗。

入场仪式后是火炬交接仪式， 班主任和两名
学生分别代表4个参赛国的火炬手和护跑手。火炬
手戴国家领导人面具，护跑手戴著名运动员面具。

当戴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面具的代表，
将圣火交给第一棒中国队时， 火炬传递开始。 第
四棒传递到东道主英国队。 然后由戴英国首相卡
梅隆面具的火炬手， 手持火炬走上主席台， 将圣
火交给了戴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先生面具的选
手 。 选手模仿刘维朝的口气宣布运动会正式开
始。

在随后的跳绳比赛 、 篮球比赛和拓展活动
中， 选手们奋勇争先， 展现了雅礼师生良好的精
神风貌。

比赛结束， 刘维朝校长的模仿者为获奖个人
及团队颁奖并宣布闭幕。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 “模奥会” 由3名年仅
15岁的学生策划组织。 高一年级国际部学生彭鸣
皋坦言， 通过策划组织实施这次活动， 心、 智、
体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柳德新）救灾备荒，种
子先行。 记者今天从2012年长沙市救灾备荒储备
种子专家评审会获悉， 该市正抓紧储备50万公斤
救灾备荒种子，其中包括40万公斤“农香18”等水
稻种子、10万公斤“香糯2008”等玉米种子。

我省自然灾害频繁，农业救灾备荒任务繁重。
2011年，仅长沙市农作物灾害发生面积就达639万
亩，其中成灾面积近80万亩。 根据《湖南省救灾备
荒种子储备管理办法》，我省按7000万亩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总用种量的10％确定全省种子储备规
模，并分级储备。省级储备主要用于区域性的救灾
备荒种子调剂和应急补缺， 按水稻不育系种子不
低于20万公斤、水稻杂交种子不低于240万公斤的
规模进行储备；市州、县市区根据当地自然灾害频
率及历年救灾、 应急补缺等情况确定合适的种子
储备规模。

据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赵正洪介绍， 种子储
备的品种要求较高，应通过国家或省农业厅审定，
适宜在湖南区域种植，抗逆性强、适应性广。据悉，
长沙市已确定农丰种业公司等5家种子企业承担
救灾备荒种子储备任务， 将根据灾情紧急程度调
配储备种子，保障市场供应、平抑价格。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姚学文 ）
目前， 艾滋病已成我省三大传染病之
一。 截至今年4月30日， 我省累计报告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14135例， 疫
情总体呈低运行态势， 但已进入全国
前10位省份 。 今天 ， 省政府防治艾滋
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省委党校举办
防治公共卫生政策宣讲会 ， 宣讲艾滋
病防治的政策和知识。

在省委党校学习的厅干班 、 中青
年后备干部培训班、 处干班和处级干
部公务员培训班的300多名学员参加听

讲。
据了解 ， 目前我省艾滋病疫情呈

现4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注射吸毒人群
综合防治效果开始显现 。 二是性传播
成为主要传播途径， 同性间传播明显
增快， 流行模式多样化 。 三是全省范
围内均有流行， 偏远地区疫情上升明
显。 四是临床发病人数上升速度较快，
且病死数较多 。 2011年以来 ， 艾滋病
每月死亡人数都居传染病死因首位。

为加强艾滋病防治， 省政府先后制
定和实施了预防控制中长期规划， 各相

关部门和市州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配套
措施。 今年， 省政府还颁布了 《湖南省
实施<艾滋病防治条例>办法》 地方性
法规， 于5月1日正式实施。 宣讲会重点
围绕国家和我省颁布实施的这些防治政
策进行。

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副巡视员孙新
华、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
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 、 湖北省
浠水县卫生局党委书记张正文 、 云南
省委党校副教授尹毅 、 宣传员蔡国庆
应邀参加宣讲。

艾滋病疫情呈低运行态势

省防艾办宣讲防治政策

本报 5月 29日讯 （记者 李 宁 ）
“学习雷锋 ， 心向党爱祖国 ， 做理想
远大、 信念坚定的少年。” 今天上午，
湖南省暨长沙市 “学习雷锋、 做美德
少年” 网上签名寄语活动启动仪式在
长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举行 ，
长沙市学雷锋美德少年代表张墨竹在
仪式上宣读倡议书。 1400余名省会学
生代表参加了启动式。

为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 推动未
成年人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丰富“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活动内容，中央
文明办决定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
之际，开展“学习雷锋、做美德少年”网
上签名寄语活动。 为配合活动开展，中
国文明网会同中国网络电视台设计制
作了网上签名寄语专门页面。

“雷锋叔叔 ，虽然您已离去 ，但您

那乐于助人的精神激励着我们。 雷锋
精神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产物 ，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启动仪式后，学
生们在枫树山大桥小学的“绿色网吧”
集中开展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纷纷留
言表达学习雷锋的决心和感悟。

仪式上， 长沙市文明办授予刘柯
贝等200名美德少年第三届长沙市“星
城之星”荣誉称号。

学习雷锋 做美德少年
我省开展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5 月 29
日 ， 湖南省
暨 长 沙 市
“学习雷锋 、
做 美 德 少
年 ” 网上签
名寄语活动
启动 。 图为
启动仪式现
场 ， 学生在
观看学雷锋
画展。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救灾备荒 种子先行
长沙市抓紧储备50万

公斤救灾备荒种子

本报 5月 29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张宏旭） 今天， 中信银行长沙
分行宣布， 作为主承销商 ， 在中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三一集团有限
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也称

“私募债”）， 额度15亿元 ， 期限一年 ，
但未透露此次发行利率。

长期以来，在我国债券市场上 ，非
金融企业只有公开发行这一单一的发
行方式。而非公开定向发行债券，是指

将发行对象限定为特定范围的投资人
的发行方式， 其概念与公开发行相对
应，具有发行方式灵活、利于企业快速
融资、信息披露要求相对简化、节约融
资利息成本等特点。

三一集团发行15亿元私募债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5月 29日

第 201214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86 1000 108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495 160 239200

1 5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5月29日 第201206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0753078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0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573816
3 3375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3007
109652
1874286
29161357

64
3225
60301
856307

3000
200
10
5

0713 16 17 20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