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
从长沙供水有限公司获悉，
为配合地铁施工，3月27日
8：00至28日7:00， 该公司
将进行坪塘大道改管并网
工作，届时岳麓区坪塘大道
（虹山路以南） 沿线两厢地
区将停水， 临近地区水压、
水量将减小，请用户做好储
水准备。

此外，为配合万家丽路
快速化改造工程建设，将进
行万家丽路改管并网工作，
3月27日 9：00至21:00芙蓉
区长沙大道（马王堆路—万家
丽路）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另据了解， 因进行移动
信号光纤切换的施工，3月
26日23:30至24:00， 长沙
供水对外服务热线96533届
时将暂停向用户提供语音
服务。

■记者 陈月红

本报3月25日讯 近日，
2015年湖南省、市（州）教育
（教师奖励）基金会公益项目
座谈会在长沙举行。据介绍，
今年省教育基金会计划服务
教育总支出为1549万元，围
绕关爱基层教师的“爱烛行
动”、资助贫困学生和奖励学
生创新的“育才行动”、为边
远地区学校搭建网络平台的
“e校计划” 等三大公益项目
开展服务。

在具体实施中， 今年将
投入600万元， 专门用于救
助特困教师， 救助计划为
600人，每人救助资金为1万
元。 同时，“湖南最可爱的乡
村教师”的评选，范围将延伸
至边远山区中小学校一线工
作的专任教师， 每个市州各
推荐2位， 其中拟表彰对象
20名，另设提名奖8名，获“湖
南最可爱的乡村教师” 荣誉
称号的每人奖励1万元，获提
名奖的每人奖励4000元。

全年安排救助资金170
万元对湖南籍的品学兼优、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大、中
小学生进行救助。 今年首次
实施的“e校计划”，通过搭建
网络专用平台， 资助学校解
决办学条件落后、信息不畅、
师资不足等困难。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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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股权投资基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
3月25日上午，湖南省股权投资协会召

开换届大会， 湖南高新创投董事长黄明当
选第二届会长。 目前我省股权投资基金规
模超1000亿元。 ■记者 黄利飞

洮水水库将成株洲第二水源
日前，《株洲市水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通过水利部审
查。根据《方案》，株洲市第二水源将
选择茶陵洮水水库。 ■记者 李永亮

开福区：社区矫正，政府购买
25日下午， 长沙市开福区社区矫正项

目首场女性专题教育培训课开讲。据悉，这
是我省首个由政府购买服务参与社区矫正
的项目。 ■记者 曾力力 王茜 通讯员 王权

动政务 态

“截至目前，全国公民身
份号码重号人数已由2009年
的168万人减至486人。”公安
部副部长黄明在25日召开的
深入推进户口登记管理清理
整顿工作第三次电视电话会
议上这样表示。

2014年起，公安机关组
织开展为期3年的户口登记
管理清理整顿工作，在2013
年清理注销79万个重复户
口的基础上，去年以来清理
注销重复户口和应销未销
户口250万个。按照“主动承

担责任、 主动登门道歉、主
动免费换证、主动提供后续
服务”的工作要求，深入组
织开展重号纠正攻坚行动。
并通过人像比对技术共发
现清理重复户口58.7万个，
占总数的40.85%。查办伪造
买卖户口案件238起。

黄明在会上指出，形成
户口登记管理“错、重、假”问
题的原因复杂，内外勾结是
原因之一，对此公安机关坚
持严明法纪， 严肃责任追
究，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去

年以来，依法依纪处理民警
176人、辅助警务人员57人。

黄明说，目前已基本解
决了公民身份号码重号和
重复户口等问题，彻底刹住
了违法违规办理假户口、假
身份证的歪风，建立健全了
公安机关内部户口、身份证
监管机制。今年公安部还将
进一步深入开展户口清理
整顿工作，力争明年实现户
口和公民身份号码准确性、
唯一性、权威性。

■据新华社

法国内政部长卡泽纳夫24
日说， 搜救人员已经在德国之
翼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
A320型客机的坠机现场寻获
一个“黑匣子”，将立即着手调
查其中数据。

“黑匣子”是飞机专用的电
子记录设备，有两个，即飞行数
据记录器和驾驶舱话音记录
器。 卡泽纳夫没有透露已经寻
获的是哪个黑匣子。

德国之翼首席执行官温克
尔曼告诉记者， 客机在达到大
约1.16万米的飞行高度时，突
然连续8分钟急剧下降，降至大
约1800多米的飞行高度。

一些媒体先前援引法国交
通部副部长维达利的话报道，
客机曾发出求救信号。 但法国
民航管理局官员埃里克·埃罗
随后澄清，客机“从未发出求救
信号”。

美国方面已经与法国、德
国、西班牙等国取得联系，初步
排除涉恐嫌疑。 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发言人米汉说：“目前没
有迹象表明这起事件与恐怖主
义存在关联。”

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号码重号人数从168万减到486����

明年实现户口和身份号码唯一性

德国空客坠机寻获黑匣子
初步推断不涉恐，坠机原因有多种可能性

“德国之翼”为何坠机？

航空专家表示，根据现在掌握的情
况，还不足以准确判断坠机原因，但初
步推断出以下几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情形是，飞行员操作失误导
致飞机急剧下降， 之后无力扭转情势。另
一种可能情形是，飞行员一心只想让飞机
降低到适于呼吸空气的3000米以下飞行
高度， 却没有注意到飞机已快要撞到山
体。待到察觉时，为时已晚。

■据新华社

空客客机驾驶舱设计严密，但过去也
曾发生过设备故障。 2014年11月， 汉莎航
空旗下一架A321型客机在1分钟内急剧下
降1200多米， 所幸飞行员最终在8500多米
的飞行高度控制住飞机。调查显示，由于某
个感应器失灵， 飞机安全系统对错误数据
作出了反应，导致机头意外朝下。

当飞行高度低于3000米时，机舱外的
空气才适于人体呼吸，而飞机提供的紧急
情况氧气罩可以为乘客维持大约10分钟
供氧。一些人猜测，如果当时发现机舱金
属老化或遭遇炸弹威胁，飞行员选择急剧
下降，恰好来得及让飞机降至可呼吸空气
的高度。

急剧
减压

飞行员
失误

技术
故障

省教育基金会今年
实施三大公益项目
投入600万元
救助特困教师

本报3月25日讯 今天，台湾澎湖县相
关负责人来到长沙推介当地独具特色的
旅游产品。

在推介会上， 澎湖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 大陆游客只要在澎湖列岛上住宿一
夜，则不受现行每日5000名团体配额的限
制，获得离岛配额。“今年6月，长沙到澎湖
或将实现包机直航，届时湖南团体游客可
在澎湖实现落地签。” 澎湖县县长陈光复
介绍。

数据显示，2014年湖南省组团赴台团
组旅游人员为11万人次， 个人游6.2万人
次。 今年1-3月， 湖南赴台个人游已达到
1.5万人。 ■记者 侯小娟

澎湖来长推介旅游

旅游

长沙明日
多地将停水

公益

提醒

本报3月25日讯 1915年，醴陵釉下
五彩“扁豆双禽瓶”远赴美国旧金山斩
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穿
越百年荣光，2015年，“扁豆双禽瓶”原
产地醴陵再迎盛事———中国陶瓷艺术大
展暨首届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于3月
26日—4月6日在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隆
重举行。

此次瓷博会着力打造一场以陶瓷文
化为核心的交流盛会和视觉盛宴，共包括
开幕式、 中国陶瓷艺术设计中心揭牌仪
式、陶瓷艺术大展、“世界和瓶”气模巡展、
“中国醴陵·瓷彩天下”纪念邮发行等16项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展会共收到来自全
国各地陶瓷业内艺术人士参评作品近
3000件；各陶瓷主产区参展企业200余家。
展品涵盖了艺术陶瓷、日用陶瓷、电瓷、特
种陶瓷、酒瓶及陶瓷花纸色釉原辅材料等
种类。

作为全国著名的三大“瓷都”之一，近
年来，醴陵市委、市政府全面推动陶瓷产
业提质升级，力争实现千亿产业规模。

■记者 吴岱霞

醴陵将打造
千亿陶瓷产业
中国陶瓷艺术大展
暨首届湖南（醴陵）瓷博会开幕

展会

空难

本报3月25日讯 我省
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管理进行规范。日前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
办法》。

《办法》规定，土地出让
收支全额纳入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土地出让收入全
部缴入国库，支出一律通过
政府性基金预算从土地出
让收入中予以安排，实行彻
底的“收支两条线”管理。

《办法》强调 ，任何地
区、部门和单位不得以“招
商引资”、“旧城改造”、“国

有企业改制”等名义减免土
地出让收入， 实行“零地
价”，甚至“负地价”，或以土
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
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
入；不得违规设立收入过渡
户，滞留、挪用、坐支土地出
让收入；也不得违反规定通
过签订协议等方式，将应缴
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由国
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直接
将征地和拆迁补偿费支付
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或
被拆迁人等。

对于土地出让收入使
用范围，《办法》进行了明确

规定，主要包括征地和拆迁
补偿支出、 土地开发支出、
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以
及其他支出等5大支出。

其中， 最重要一项就
是征地拆迁补偿支出，包
括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
费、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
偿费、 拆迁补偿费等。《办
法》规定，土地出让收入的
使用要确保足额支付征地
和拆迁补偿费、 补助被征
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
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
平补贴支出。

■记者 陈月红

《湖南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印发

国有土地严禁“零地价”出让

新政

医保

本报3月25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财政
厅获悉， 我省今年继续提高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财政补助标准、 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并加大大病保障力度。全省各地新农
合政策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
别提高到50%和75%， 住院补偿封顶线从
12万元提高到15万元。

大病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大。2015年，
我省新农合实施重大疾病保障的病种从
22种增加到24种，重大疾病住院费用实行
定额管理， 实际补偿比例要达到定额费用
的70%以上。

同时，年内在全省推开大病保险制度，
通过新农合基金委托商业保险机构承办途
径， 对自付费用偏高的大病患者再次进行
补偿。

■通讯员 严德勇 记者 柳德新

我省新农合
补助标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