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7

要闻·时政

2015.8.25 星期二 编辑 匡萍 图编 言琼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黄蓉

长沙公办学校禁到外地招揽生源
中小学校非正常招收的外地学生一律不注册学籍，力争三年内化解“大班额”
本报8月24日讯 “原则
上小学班额控制在每班50人
以内、初中和高中班额控制在
每班55人以内，不允许出现超
大班额。”今日，长沙市教育局
下发《关于严格控制长沙市中
小学起始年级大班额的通
知》。
通知指出， 当前中小学
“大班额” 现象严重影响教育
质量和教育公平。各中小学今
年下半年要严格控制起 始年
级班额， 不允许出 现 超大 班
额。小学一年级新生采取随机
方式进行平行分班；初中一年
级新生严格按照全市初 一新
生分班考试成绩进行平 行分
班，不得以学生获奖、竞赛、各
类考级等成绩作为编班依据。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严禁 分重
点班、实验班和特色班。
严控 公 办 学 校 招 收 除 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专 家
引进、工作调动、户籍转入、购
房等涉及正常转学以外的 外
地生源（现代教育实验学校除
外）， 不允许公办学校到外地
招揽生源。学校非正常招收的
外地学生，一律不注册学籍。
今年下半年，长沙市将制
定出台解决“大班额”三年行
动计划；各区、县（市）教育局
开学后要全面调查辖区 内 中
小学班额情况，制定“一校一
策”的化解措施，力争在三年
内逐步化解。 ■记者 贺卫玲

教育连线
贫困大学新生一年补助
一万？谣言
本报8月24日讯 新学期开
学在即，近来，一则消息在ＱＱ
群以及微信中流传开来： 低保
户新上大学学生， 去教育局二
楼报名，一年一万元补助。需要
带低保证、 入学通知书、 户口
本、 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9月
14日结束。不少人信以为真，或
纷纷转发，或前往咨询。今天，
本报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核
实，此信息为虚假消息。该局有
关部门提醒，此消息属谣言，切
勿盲目相信，更不要随意转发！
据悉， 这一消息在网上流
传已久， 因为没有说明具体地
方， 因此谣言在全国各地都有
流传。经了解，长沙市工会系统
确实在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但是和网传的信息内容有所不
同， 符合要求的受助者可以前
往咨询。
据介绍，目前在长沙市，大
学新生资助有多种途径。 各类
资助活动都有规范的操作流程
和严格的审查程序， 而且都会
通过正规新闻媒体、 长沙教育
信息网和各学校等正规渠道向
社会公布， 请大家通过正规途
径进行咨询或申报， 勿传勿信
谣言。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黄军山

新闻集装

“寻找廖厂长”获评
湘商十大新闻事件

“超级稻”喜丰收

8月22日，双峰县井字镇石奇村，村民在晾晒稻谷。今年，该县
推广“超级杂交中稻+再生稻”项目，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水稻病虫
害专业化防治等技术，据县农业局和统计局抽样测产，今年的中
李建新 摄
稻平均亩产预计可达605.9公斤。

养老金重算

长沙新增退休人员补发养老金
涉及5950人，补发金额达396.5万元，本月底前发放到位
本 报 8 月 24 日 讯 记 者
今天获悉， 长沙市5950名今
年新增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
金获重算， 共补发金额达到
396.5万元。近日，省人社厅、
省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度全
省在 岗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 长
沙 市 根 据 省 人 社 厅 《关 于
201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金保险缴费和待遇计发等有
关问题的通告》要求，按2014
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 重 新 计 发 了 2015 年 1 至 7
月份新增企业退休人员的养
老金。

每月补发386元

本月底前发放到位

据了解， 在今年1至7月份
新批退休人员退休时， 由于
2014年度全省社平工资尚未公
布启用，新增企业退休人员计发
养老金时仍沿用2013年度的省
社平工资3658元/月为计发参
数， 计发的养老金为临时养老
金。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7月份
2014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公布启用后，这部分退
休人员的养老金需按照2014
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
资4044元/月进行重新计算。

本次养老金重算和企业
退休人员调待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参与养老金重算的为2015
年1月至7月新增的退休人员，
而参与2015年企业退休人员
调待的是2014年12月31日以
前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养老金
重算工作已经完成，市本级共
有5950人涉及重算待遇，补发
金额达到396.5万元，养老金重
算后补差部分将于本月底前发
■记者 陈月红
放到位。
通讯员 陈伟东 刘毅

大案通报

“
科技公司”开赌博网站
“
赚”千万
桃江警方通报特大网络赌博案，上百万人参赌
本报8月24日讯 名为科
技公司， 暗地里却开设赌博网
站。今天上午，益阳桃江警方通
报，该局在省公安厅、益阳市公
安局的具体指导支持和安徽省
芜湖警方的全力配合支持下，
成功侦破参赌人员上百万、涉
案资金高达数千万元的“
958”
网络赌博案，带破“哈哈”网络
赌博案，共抓获嫌疑人25名，冻
结、扣押赌资200余万元。

命案牵出案中案
2014年8月12日，益阳市
桃江县灰山港镇发生了一起
恶性抢劫杀人案件，经过专案
侦查，民警将4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 据嫌疑人供述，之

所以铤而走险，主要是为了筹
钱上网，玩“捕鱼”、“斗牛”等
赌博游戏。
2014年9月17日， 桃江县
公安局正式决定对此立案侦
查。民警发现“捕鱼”等游戏系
“
958”网络游戏平台推出，该平
台的虚拟货币可与人民币直接
转换，一分钟可以输赢几百元。

湘皖警方联合抓捕
在省厅、 市局的具体指导
支持下，专案组奔波于湖南、安
徽、深圳、北京等多地，历时近
一年，终于查明了
“
958”网络赌
博集团的层级关系、人员身份、
运作模式、行为规律等信息，并
通过共同的银商查出另一游戏

平台
“
哈哈”网络游戏平台。
2015年8月9日， 桃江县
公安局近100名 警 力连 夜赶
赴安徽省芜湖市，8月11日与
芜湖警方组成联合行动小组，
一举抓获犯罪 嫌 疑人 23人。
此时，连夜赶往北京的另一组
专案民警也将主要嫌疑人居
某抓获。13日，犯罪嫌疑人叶
某在深圳落网。
民警介绍，958游戏平台隶
属安徽名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哈哈网络游戏平台隶属深
圳智俊互动科技有限公司。958
游戏平台成立数年， 吸引了上
百万人参与赌博， 涉案资金高
达数千万元，盈利上千万。
■记者 陈昂
通讯员 王鹏 胡静波

本 报 8 月 24 日 讯 第 五 届
（2014） 中国湘商力量总评榜日前
在长沙揭晓。 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发起、主导的“寻找廖厂长”系列报
道，以极高的支持率获评2014中国
湘商十大新闻事件； 中国女首富周
群飞、推出中国首个O2O本地生活
服务平台的王填等十人获评十大风
云人物；今年5月辞世的湘籍香港商
人余彭年， 生前向社会累计捐款超
过60亿元， 被誉为中国最慷慨的慈
善家，因此位列此次评选的2014中
国十大责任湘商榜首； 湾田国际建
材总部基地、 浏阳国际家具城等被
评为2014中国湘商十大最具投资
价值市场（经济园区）。
■记者 杨迪

浏阳花炮文化节
11月举办
本报8月24日讯 烟花也可
以通过观众手机点火。记者从今天
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浏阳）国际
花炮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
届国际花炮文化节将于11月5日至
7日举行。
浏阳国际花炮文化节自1991
年开始举办， 至此已举办到第12
年。 今年的国际花炮文化节将囊括
烟花艺术汇演、 第六届国际音乐焰
火比赛、 花炮新产品燃放推介暨看
样订货会、国际烟花产业高峰论坛、
花炮文化互动活动等五大主体活
动。活动还将体现“互联网+”概念，
在烟花艺术汇演现场引入APP和移
动互联网的应用， 实现现场万人手
机共同点火、为烟花点赞等场景。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钟黛 伍寅梦诗

16名湘籍学子
获10万元资助
本报 8月24日 讯 23日 晚 ，由
长沙快乐义工协会携手琴岛演艺
中心主办，永恩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爱心企业赞助的助学晚会在长沙
举 行 ，16 名 学 子 分 别 获 得 6000 元
助学金。
创始于2013年的长沙市快乐
义工协会是近两年长沙最活跃的
公益组织之一，仅在环保和助学方
面就开展公益活动60余次。琴岛演
艺中心不仅为本次晚会赞助了演
出资源，还将爱心拍卖所得的5000
元全部捐赠快乐义工的公益支出。
来自北京的永恩新材料有限公司
则代表家居行业，展示了其在公益
领域的责任与担当，为本次助学晚
会提供10万元赞助。
■记者 贺卫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