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8日讯 近日，永州市
纪委、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监察局对
7起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精神的典型
案例发出通报，分别是：

永州市城市客运管理办公室原
主任刘立新违规使用单位公车到海
南省海口市的亲戚家过年，刘立新引
咎辞职。

祁阳县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
主任王治国违规操办其父丧事，收
取除亲属以外的个人和单位礼金，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祁阳县大忠桥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王军云违规使用公车、 公款参
加王治国父亲的丧事吊唁活动，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江永县政协副主席余季平违规
将江永县体育局的公车借给其胞兄
私用，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责令
其按规定补交车辆使用折旧费用。

江华瑶族自治县司法局违规用
公款印制挂历， 给予县司法局局长
朱治武、党组成员邱华明诫勉谈话，
印制挂历的费用由相关责任人个人
承担。

道县万家庄街道办事处下洞村
居委会主任陆得镇违规操办乔迁新
居酒宴， 收受除亲属以外的个人礼
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道县教育局科员黄幸福违规操
办其子婚宴， 收取除亲属以外的个
人礼金，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驰

为增强价格透明度， 引导正确
消费行为， 促进市场价格稳定和社
会和谐，长沙在全省率先公开5家超
市、5家农贸市场粮油、 蔬菜、 肉禽
蛋、 水产等30多种主副食品的具体
销售价格， 让老百姓充分享有商品
价格的“知情权”。此举是长沙市物
价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实施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

长沙市物价局在市内五区各
选一家人流集中、市场活跃的超市
和农贸市场作为采集点，并安排专
人于每周三上午开展信息采集；对
同一商品至少采集3个以上实际成
交价，取平均值，由市物价局价格
监测中心复核汇总统一对外发布。
市民可登录“长沙物价”网查询到
详细价目表。

此举使各商家、摊点的销售价
格透明、公开，市民可参考选择，促
进商家合理定价。家住火车站附近
的李奶奶告诉记者：“以前我只在
家附近买米买菜，现在在网上查一
查，哪里便宜我就去哪里。”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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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电视剧《流星花
园》 里面的校服。”“我喜欢韩
国的校服。”4月8日，记者在长
沙市周南实验中学一个班做
调查，提到校服，学生们都有
自己的期待。

记者获悉，教育部教育装

备研究与发展中心近日透露，
年内将制定校服的安全标准，
并将于4月下旬派出专项调研
组走访各地的学校、校服生产
企业、校服管理机构，听取各
方意见。校服的安全性、美观
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校服安全将有“国标”，年内有望出台
湖南已制定地方标准，目前实行校服“送检报验”制度

家长朱女士：孩子的校服
面料差、不透气、容易脱色、容
易破缝，希望这些问题今后能
解决。

周南实验中学老师刘正
华： 校服的功能也很重要，学
生活动量较大，特别是长沙夏
季天气较热，校服面料的透气
性尤为重要。

家长刘女士：目前长沙校
服使用的面料大都是纯棉、涤
棉或纯化纤，多采用染料直接
染色，耐洗性较差。

学生李某：希望校服穿着
舒服方便运动， 又时尚好看，
我们女孩子并不都喜欢穿裙
子，行动不方便还容易走光。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贺卫玲

今年3月，首个全国中小
学学生装（校服）研究中心在
北京服装学院挂牌成立。教
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
心将和北京服装学院在这个
研究中心平台联合研制我国
首个强制性中小学学生装安
全标准， 标准涉及学生装面
料、辅料、工艺等方面，预计
标准年末出台。

据介绍， 为了给中小学
学生装款式设计提供科学的
依据， 全国中小学学生装研
究中心今年将启动中小学生
体型数据库的建设。 预计将
运用3D技术在北京采集1万

名中小学生的体型数据，并
在此基础上研制出适合不同
学龄段孩子的学生装号型标
准。

目前，国家尚未制定中小
学校服生产的资质评定和准
入制度，学校对生产厂家的选
择往往只考虑价格、 款式、做
工等因素，对校服的安全性指
标关注不多。有专家和校服生
产企业指出，目前社会上存在
着若干种标准，有的企业执行
的是纺织品方面的质量标准，
有的企业执行的是地方制定
的质量标准，只有个别企业执
行了婴儿装质量标准。

据了解，我省规范学生校
服采购招标制度，校服到校后
必须经质监部门检测合格，才
可让学生穿，如发现校服有质
量问题，除生产厂家要受到严
惩外，相关学校也将要承担责
任。校服质量是专业纤检机构
质量监控的重点对象， 每年5
月和9月、10月会对校服进行
重点抽检。

而《湖南省学生服地方标
准》早在2003年开始实施，该
标准在缝制工艺、布料选用等
方面做了严格规定，并把纤维
成分含量、 甲醛限定、PH值、
异味、色牢度等指标列为强制

性指标。除了湖南，目前北京、
上海、广东、云南、江西、南京
等地都制定了校服的地方质
量标准。

长沙市教育局透露，目前
校服并不像书本、教具等学生
用品由政府统一提供，教育主
管部门对于各校的校服款式、
面料、 采购并没有统一的管
理， 校服是由各校自主决定。
芙蓉区先行尝试，通过政府采
购投标把严质量关，区教育局
要求校服生产单位抽样送检
每个批次的产品，并出具相应
的检测报告，以确保校服的质
量与安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校服“国标”年内有望出台

教育部消息

湖南情况

虽然长沙大部分学校还
是传统的“蓝大褂”校服，但
是部分学校也有自己的时尚
校服， 而且很多是由学生自
行设计。 比如长郡中学的学
生就设计了十几套样服，春
秋装、夏装、冬装、卫衣、黑白
色小礼服颠覆了几十年来的
旧校服形象。按照校方规定，

夏款、 冬款和文化衫都是必
选的校服， 文化衫是军训的
时候穿的。长郡110周年校庆
(2014年10月25日 )时，还将
由学生投票选出最后的款
式。此外，长沙市一中、雅礼
中学、 明德中学等学校都有
学生或者老师自己设计的校
服。

校服须“送检报验”

自行设计时尚校服

声音
夏款应注重透气性 女生不一定穿裙子

本报4月8日讯 记者今
日从永州市政府获悉，湘江源
头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已经得
到国家水利部的认可，永州市
拟通过开展湘江源头区生态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制定划定
湘江源头保护区，实施封闭性
管理。

拟关闭淘汰搬迁11项目

湘江在永州境内流长223
公里， 占湘江总长的26.1%，境
内流域面积21464平方公里，占
湘江总流域面积的22.7%。湘江
永州段污染治理， 直接关系到
下游7个市州湘江治理的成败。

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对永
州提出具体要求， 到2015年，
湘江永州段流域的企业污水稳
定达标排放， 涉重金属企业数
量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
2008年下降50%，局部地区水
质恶化趋势得到彻底遏制，全
流域水质实现初步好转。 湘江
干流出境水质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 Ⅲ类以上标准要
求。

2013年省政府考核永州
的33个项目已经完成30个。
2014年拟实施的项目中，5个
矿山废水治理和回用工程项目
全部动工；11个尾砂库治理工
程处理前期准备阶段；18个企
业事业范围废水治理项目全部
实施， 其中5个已经基本完成，
准备申请验收；11个关闭淘汰
搬迁项目正拟实施。

底子薄，环境治理难度大

“由于基础差、 底子薄，还
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一部分
矿区虽然经历过大力治理，流
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但一些
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
决， 部分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
响， 治理恢复的任务依然很
重。”永州市环保局负责人今日
表示。

调查统计显示， 永州市零
陵区石期河流域堆积在矿山的
尾渣达到了500万吨以上，废
弃的采矿坑1000多个，破坏的
植被近15平方公里，需要治理
的大大小小尾矿库600余个、
河流30公里， 环境治理和恢复
工作量大。

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永州市常务副市长易佳良
今日表示，治理湘江，首先应尽
快建立完善湘江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 将市州湘江干流出境断
面的水质情况作为考核目标，
上游地区出境水质达到或优于
相应水功能区域要求的， 由省
里统一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上
游地区进行补偿。 达不到相应
要求， 通过减少上游地区财政
转移支付给下游地区以补偿。

易佳良呼吁， 我省应设立
湘江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尽快
研究制定湘江干流和主要支流
两岸500米范围内畜禽养殖场
关闭搬迁或退出的补偿政策和
标准， 明确补偿资金来源和申
报办法； 研究落实淘汰落后产
能补偿资金和关闭矿山遗留环
境问题治理资金等。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国平

湘江源头在蓝山获认可
拟建保护区封闭管理

长郡中学学生设计的新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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