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2日讯 今
日长沙市召开2016年度教
育工作会议， 确立了未来
五年主要预期目标： 长沙
今年起公办学校取消择

校；到2020年，公办园和普
惠性民办园占全市幼儿园总
数的80%；到“十三五”，长沙
将普及15年教育，推进12年
免费教育等。

1月22日，《永州最美100———
“锦绣潇湘·永州发现” 摄影活动优
秀作品选》 发行式暨摄影作品展览
开幕式在湖南省画院举行， 永州河
山美色尽收眼底。

据介绍， 此次摄影作品征集评
选历时一年，经历了作品征集、群众
公开票选、专家评审、最佳摄影点公
示和优秀摄影作品媒体展示等环
节。展览活动为期三天（1月22日—
24日）， 如你想一览永州最美风景，
可去现场观展。 ■记者 袁欣

湖南音乐厅奏响新年音乐会

1月21日，新邵县公安局多
路民警在邵阳市火车南站某宾
馆等地集中收网， 成功抓获李
某等9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破获
了“1·13” 特大持刀入室抢劫
案， 同时牵出撬门入室盗窃案
12起，涉案总金额达30余万元。

1月13日凌晨4点， 新邵县
酿溪镇大新街“智辉批发部”被
数名蒙面歹徒持刀抢劫货物价
值数十万元， 守店人员曾某被
两名蒙面歹徒打伤。

接警后， 新邵县公安局立
即启动了重特大案件应急机
制。 该局抽调精干民警迅速成
立了专案组， 全面组织开展侦

破工作。 专案组民警经过一个
星期的连续奋战， 锁定了嫌疑
人及其行踪。经过周密部署，收
网行动在局长钟彪的亲自指挥
下全面铺开。

1月20日凌晨，50多名警
力分成五个抓捕小组， 在全市
范围内多地同时实施抓捕。至1
月21日中午， 该案中5名蒙面
持刀抢劫的犯罪嫌疑人全部归
案， 同时还抓获该团伙其他成
员若干。

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查审理当中。

■潘帅成 唐德智 隆清泉
戴礼顺 陆益平

张 薇 （ 身 份 证 号 ：
430103198101190028），从2016年
1月18日旷工至今， 限你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五天内（周六、周日休
息日不计入） 到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未归，则视为“严重违反用
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公司将按规
章制度及《劳动合同法》规定处理。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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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公安速破“1·13”入室蒙面抢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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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2日讯 昨日18
点， 长沙市雨花区男子潘大伟
（化名） 因多次对妻子实施家庭
暴力，被雨花区砂子塘派出所发
出“家庭暴力告诫书”，严禁其再
次实施暴力行为。 而早在1月8
日，雨花区人民法院就曾向其妻
子发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针对同一起家暴案件，法
院、公安先后发出保护令和告诫
令，被全国妇联和全国反家暴专
家誉为“反家暴全国第一案”。

丈夫接受调解后再施家暴

潘大伟因多次对妻子李静
（化名）实施身体暴力，并以谩
骂、恐吓等实施精神暴力。李静
报警并向妇联组织求助。

省市妇联积极介入， 委派
专业社工和长沙市妇女儿童法
律援助中心律师万薇进行干
预。“经过家庭婚姻关系指导，
潘大伟认识到自身错误， 并主
动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万薇表
示。

但好景不长，2015年 12
月， 潘大伟再次对妻子实施家
暴，李静因害怕离开了长沙，并
委托法律援助律师起诉离婚。

在起诉过程中， 妇联组织
和法援律师告知了李静关于保
护令相关内容， 她委托律师进
行申请。

1月6日， 法援律师提交接
处警案件登记表及接警证明、
病历资料等， 向雨花区人民法
院递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
请。1月8日，雨花区人民法院经
过审查，作出民事裁定书，禁止
被告潘某殴打、威胁原告李某。

告诫书可作认定家暴证据

“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作
为认定家暴发生的证据。 根据
《反家庭暴力法》和《长沙市家
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规
定， 告诫书则可作为认定家暴
的证据。”长沙市妇联相关负责
人认为， 该案中李静有必要向
派出所申请告诫书。

1月21日，派出所通过前期
走访、 查阅法援律师提交的证
据及和潘大伟电话沟通后，认
定家庭暴力的事实， 决定根据
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向潘大伟
发出（雨）公（砂）派诫字[2016]
1号家庭暴力告诫书。

长沙市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谭慧慧表示， 在这起家暴案
件中， 妇联组织和各职能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互相配合，共同
推进， 有效保护了受害人人身
安全和权益。这是反家暴“长沙
模式”最集中的体现，也是长沙
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最迅
速的行动。

长沙“双令”齐出成反家暴全国第一案
丈夫多次施暴妻子 公权力部门积极处置

“该案中告诫令、保护令相继发出，说明了公权力部门处
置家庭暴力的积极态度。” 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律
师，反家暴专家李莹认为，刚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中确立
了告诫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这是处置家庭暴力最为
重要的两项制度，但光有法律的规定是不够的，如何积极有
效地执行更为关键。

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和公安在这个案件处理中表现出来
的理念和积极态度，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她表示，
针对同一起家暴案件，法院、公安先后发出保护令和告诫令，
可谓“反家暴全国第一案”。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全国反家暴专家李洪涛指出，长沙
雨花区“双令”的核发，展示出公权力部门积极落实反家暴法
的独特功能。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蒋莹映 通讯员 李万锋

“双令”体现处置家暴的积极态度

专家观点

1月22日晚，2016“爱乐之夜”新年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举行。《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交响序曲》、《好莱坞
里程碑》、《匈牙利狂想曲》等一首首或磅礴大气或轻柔缠绵的乐曲让人如痴如醉。 徐行 江华 摄影报道

今年起长沙
公办学校取消择校

“十三五”将推进12年免费教育

去省画院欣赏
永州最美风景

公告

“公办学校今年一个择
校生都不准招，要择校到民
办学校。”会上，市教育局局
长卢鸿鸣话语铿锵有力。会
上明确，长沙市2016年全面
取消公办学校择校制度，小
学片区招生，小升初微机派
位，高中按中考录取控制线
录取。

卢鸿鸣表示，今年起各

阶段公办学校包括公办小
学、 初中和高中均取消择
校。 小升初高新区划片招
生， 其他各区微机派位，配
套学校和子弟学校剩余学
位全部拿出进行微机派位。
保证给每一个学生提供一
个公办学位，学生也可根据
自愿原则和家庭经济承受
情况，择校到民办学校。

到2020年，公办园和普
惠性民办园占全市幼儿园
总数的80%，义务教育标准
化学校覆盖率100%， 推进
中高职资源共享。

完善特殊群体入学权
益保障机制， 确保留守儿

童、寒门学子100%入学，符
合条件的进城务工随迁子
女100%就读公办学校，三
残儿童入学率达到94%。实
施控制“大班额”行动计划，
推进小学、初中班额控制在
50人、55人以内。

长沙市基本解决“上学
难”， 目前义务教育适龄儿
童入学率达100%， 并率先
普及12年教育， 到“十三
五”，长沙将普及15年教育，
推进12年免费教育。

目前，在长沙，基本实现
“有学上、好上学、上好学”目
标，全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

高中阶段入学率、 高等学校
录取率等指标都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而且保障了符合条
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00%在公办学校就读，且同
等享受一费制全免；全市6.8
万名留守儿童100%入学；三
类残疾儿童入学率88.17%。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黄军山

普及15年教育，推进12年免费教育

2020年，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占八成

今年起公办学校取消择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