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堵措施

本报9月4日讯 今天上午， 醴陵市均
楚镇高桥中学陆续有学生出现发烧、呕吐、
腹痛等症状，先后有58名学生送医治疗。

醴陵方面发布消息称， 经医院专家综
合诊断， 为细菌感染性肠胃炎的可能性较
大，目前临床确诊病例5例。所有病例均得
到了有效治疗，病情基本控制，尚未发现重
症病例。病发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记者 李永亮

醴陵一中学58名学生
感染细菌性肠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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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和大学老师同堂授课
9月3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与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三所高
校的法学院签约，共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
基地”，法官和大学老师将同堂为学生授课。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谭梦 通讯员 舒秋膂

沪昆高铁测速，长沙38分钟到新晃
9月3日， 长昆客专湖南段动检车在

长沙南-新晃西区段进行往返测试，顺
利达到330公里时速， 超出设计时速的
10%，运行时间由89分钟缩短为38分钟。

■通讯员 邹佳妤 记者 潘海涛

湖南落实“微信十条”
9月4日， 湖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座

谈，研究“微信十条”如何在湖南“落地生
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金鸢要求，全力
打造微信政务公开平台，加大对传播有害
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 ■记者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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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4日讯 今后，
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将多
了份保障。今日上午，长沙
步步为赢食品有限公司等
湖南7家食品企业（行业协
会）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湖南省分公司签订食品安
全责任强制保险， 率先试
点湖南食药安全责任强制
保险工作。 这一险种有利
于消费者在食品安全事故
中得到及时的救治和补
偿，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
消费者索赔无门的局面将
不再出现。

根据省食安委办公
室、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省保监局联合决定，湖
南从今年8月份起开始试
点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

试点工作。 食品安全责任强
制保险试点范围包括： 重点
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不含食品生产小作坊）、试
点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药
店、餐饮服务连锁企业、学校
食堂、农村集体聚餐提供者、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中央厨
房、 大型工地工厂食堂等七
类试点企业。

人保财险湖南分公司有
关人士透露， 如经营者因疏
忽、过失造成食品中毒或者其
他食源性疾病（如痢疾）、人畜
共患病（口蹄疫、 寄生虫病）
等，或是食物中有杂质，都可
以按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付。
消费者在投保企业遇到食品
安全问题，凭相关证明向企业
索赔。“发生保险范围内的事

故后，被保险人先行对受害人
进行赔付，我们再将赔款支付
给被保险人。”有关人士表示，
在被保险人同意的情况下，保
险公司也可将赔款直接支付
给受害人。

“投了保，并不等于进了
‘保险箱’， 最终靠品质和诚
信赢得市场， 这才是一个企
业健康发展的根本。”长沙步
步为赢食品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就如同车险一样，
如果老是出事故， 将会进入
保险公司的黑名单， 投保成
本也会相应增大。“在承保机
构的监督与帮助下， 我们将
开展风险研究分析， 进一步
强化产品安全意识， 有效防
控食品安全风险。”

■记者 张春祥 洪雷

本报9月4日讯 今天下午， 省综治委
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决定，从
9月中旬到11月底， 开展秋季集中整治行
动， 最大限度地改善校园及周边治安秩
序。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副
省长李友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根据部署， 集中整治行动将重点清除
校园及周边的治安、 学校及周边的饮食卫
生环境等6个方面的安全隐患。采取的措施
包括严厉打击校园周边寻衅滋事、 危害师
生的流氓团伙和黑恶势力，坚决铲除“黄、
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全面落实对校园
及周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 吸毒人员等重
点人群的排查管控措施和“高峰勤务”、“护
学岗”制度；加强校园治安防控工作等。

本报9月4日讯 宽不足5米的马路上，
密集遍布着200多家占道经营户，5年多来
造成各种纠纷无数。9月4日， 长沙市天心
区城管执法大队联合工商部门、街道等对
解放四村内的四村街沿线门店店外经营、
占道堆物等情况进行了集中整治，混乱有
望终结。

四村街曾是一处“老牌”的马路市场。
附近居民周大爷告诉记者， 每天早上七八
点钟，这里一片熙攘，宽不过5米的巷子，仅
容三轮车通行，“有一段时间， 连三轮车都
过不了，只有走路的才过得去”。

今年以来，为了还周边居民一条畅通
的马路和安定的居住环境，天心区城管局
加大执法力度，同时提前规划，计划将该
区域的流动摊贩规整至新建的农贸市场
规范经营。

据悉， 经过前期的劝导与4日的整治
行动，曾经活跃在四村街马路市场的流动
摊贩，大部分已分流安置入四村街内的石
子冲生鲜市场试运营。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邹莹 通讯员 朱建辉 杨晗之

本报9月4日讯 9月开始
万家丽路沿线10个路口开始
围挡施工，万家丽交通处于常
堵状态，万家丽路长沙大道路
口更是成为城区最大交通节
点，目前正在抢修便道。针对
拥堵状况，交警部门现场调研
后提出8项措施， 建议施工路
段实施单双号限行措施。

交警建议———原定由远
大路、 人民路行经万家丽路
方向车辆，绕行浏阳河大道、
沙湾路等处通行。

南北向车辆提前选择浏
阳河大道、 沙湾路或经李家

塘收费站至星沙收费站经京
港澳高速通行。

特别提醒： 由于浏阳河
大道长沙大道路口并未拉
通，车辆只能右进右出，可能
再次陷入万家丽路交通循
环。 从浏阳河大道北往南车
辆应通过花桥钢便桥进入沙
湾路， 花桥钢便桥两头存在
交通拥堵。

值得注意的是， 东二环
交通流量饱和， 特别是沿线
多处出入城交通节点， 高峰
交通积压， 绕行车辆应尽量
避开。 ■记者 黄娟

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对受害人先行赔付
湖南试点食品安全责任强制险，步步为赢等7家单位首批签约

万家丽路施工段或单双号限行
交警8招治堵，建议绕沙湾路或京珠高速

本报9月4日讯 今天，省
纪委通过三湘风纪网发布消
息，对其中7起违反作风建设
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
报。其中包括：

湖南烈士公园党委副书
记、管理处主任吴军在公共资
源管理上失职渎职，导致该公
园出现带有私人会所性质的
场所，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
响，吴军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常宁市正县级干部黎才
发工作日中餐饮酒，受到行政
警告处分；

湘阴县民政局中秋节违
规发放月饼，党组书记、局长
庞国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党组成员、副局长左重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等等。

■ 记者 刘驰

秋季集中整治
校园及周边治安

9月4日，长沙市教育局下发《学校安全
管理工作“一岗双责”暂行规定》，要求每个
岗位都承担起校园安全责任，教育局机关带
头实行“首遇责任制”，即任何一位行政人员
发现学校及师生中出现不安全、不稳定因素，
应及时向有关负责人汇报， 并做出力所能
及、较为妥当的处理。 ■记者 贺卫玲

校园安全“首遇责任制”

马路市场占道5年
一天被拆除

城管

学校安全

通报

违规发月饼
局长被处分

1、加强疏导：增派警力
值守点分流道路交通节点。

2、远端控制：对万家丽
路各路口信号灯配时进行调
整，压缩交通流量。

3、遇堵分流：一旦万家
丽路施工路段核心城区发生
交通拥堵， 引导车辆绕行浏
阳河大道、沙湾路等处通行。

4、交通优化：分别对万
家丽路舟桥路口、 万家丽路纬
二路口、 万家丽路板塘路口实
施交通全封闭，减少交通冲突。

5、禁停管制：加强万家
丽路全线及周边各分流道路
禁停管控力度。

6、整治违法：加大对闯
禁货车、三轮车的整治力度。

7、快速处警：加大对万
家丽路及周边分流道路的监
控，第一时间发现交通拥堵和
交通事故，并及时派警处置。

8、单双号限行：建议政
府对万家丽路施工路段实施
单双号限行措施。

本报9月4日讯 长沙市
交警支队今日通报， 由于营
盘东路道路工程施工， 施工
路段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从2014年9月6日零时起
至2016年3月5日24时止，营
盘东路亚大路至长星路路段
交通全封闭， 禁止所有车辆
通行； 营盘东路亚大路口禁
止机动车南往东右转、 北往
东左转行驶； 营盘东路长星
路口禁止机动车东往西直
行、北往西右转、南往西左转
行驶。 ■记者 黄娟

营盘东路施工
管制一年半

交管

长沙市交警支队针对万家丽路提出8项破堵措施：

■制图/陈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