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8日讯 （通讯员 李艳
记者 柳德新） 今年晚稻抛栽后返青
快、分蘖早，生长旺盛。 今天，省农业
厅在宁乡召开现场会，部署加强晚稻
田间管理，将干旱影响降到最低。

在宁乡县回龙铺镇高产创建晚
稻生产现场，大片的湘晚籼13号已进
入分蘖末期，田间表现为苗壮、苗足，
长势平衡。据省农业厅副厅长李志纯
介绍，今年我省晚稻生产来势好。 一
是面积扩大，晚稻实际种植面积2837
万亩，比去年增加65万亩，增长2.3%。
二是至目前止，晚稻病虫危害轻。 三
是由于采取了集中育秧， 及时抛插，
晚稻生长发育良好。

晚稻是我省水稻生产的大头，对
全年粮食生产影响举足轻重。目前离
晚稻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 期间还存
在不少威胁，特别是前期局部地区干
旱严重，造成晚稻生长不平衡。为此，
省农业厅出台措施，要求当前晚稻生
产要抓好田间管理，通过科学运筹肥
水、 加强病虫害防治和寒露风预防。
特别是要科学调度水资源，推广“统
一管水”、“一把锄头管水 ”， 实行湿
润孕穗，有水抽穗，干湿交替灌浆壮
籽，切忌脱水过早。 同时，落实提水、
引水、打井找水、节约用水等抗旱措
施，做到“开源节流”，确保晚稻有水
孕穗、抽穗和灌浆结实。

本报8月18日讯 （通讯员 崔建
华）当前，旱情不断蔓延，可常宁市城
乡供水有保障、 农业灌溉也没问题。
市防汛办主任何文祥表示，近年来水
利建设给力常宁，特别是去年开展全
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明显增
强了水利工程抗旱能力。

城乡供水有保障。盐湖镇官冲村
是常宁市的干旱死角，以前一遇干旱
就山塘干涸、沟渠断流、机井见底。每
年秋旱，市里都要用消防车为当地村
民送水。但今年村民不再为用水发愁
了：水利部门建成的盐湖自来水厂已
经交付使用———这处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从大义山水库引来清冽的甘泉，
让官冲村、上冲村以及盐湖集镇9000

余人直接受益。 常宁市目前已建成
210处这样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超
过15万人喝上“放心水”。

灌溉用水没问题 。 今年大旱之
年，常宁市大部分水库不但实现了能
灌尽灌，而且较往年还增加了灌溉面
积、延长了灌溉供水时间。 兰江乡水
管站站长何年生说：“往年兰江乡红
星水库灌溉供水最多只能保证到农
忙‘双抢’时，但今年至少还可以保障
供水灌溉到中秋节。 ”原因就是，红星
水库去年完成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治理，蓄水多了，渗漏少了。 据悉，该
市已完成3处中型水库、10处小 （Ⅰ）
型水库和24处小（Ⅱ）型水库的除险
加固治理。

■抗大旱 稳增长 保民生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曹娴）让
进城务工人员居有其所， 令方方面
面牵挂。 位于长沙星沙产业基地的
“幸福家园”， 正是专为低收入务工
人员修建的保障性住房。 记者今天
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看到， 项目
规划的12栋住房已全部封顶。

2010年5月，“幸福家园” 开工建
设。 按照规划，除建设4万平方米共
818套住房，小区还将建成一系列配
套设施， 包括2000多平方米的幼儿
园 、4层楼的工友之家 、7000平方米
的地下车库以及卫生所、 老年活动
中心等。

据介绍，2010年3月， 经过中宣
部和中央文明办批准， 中国志愿服
务基金会设立 “张青志愿服务专项
基金 ”。 该基金由湖南高岭国际工
业园有限公司首批捐赠3000万元 ，
用于长沙市建设保障性住房， 由长
沙市政府安排给低收入务工者居
住。 项目启动以来， 中央文明办给
予了极大关注， 对房屋的造型、 色
调、 功能设计， 一一敲定方案， 提
出修改意见 ， 确定了 “粉墙黛瓦 ”
的民居风格； 同时还对将来入住者
的条件及园区的文明建设提出了明
确要求， 营造一个文明向上的居住
环境。

保障房一直都由政府出资修
建。 因需大量资金，政府往往压力不

小。 “幸福家园”由港商出资修建，且
带有公益性质， 这无疑是保障性住
房建设的一种新模式。 项目负责人
说 ， “幸福家园 ”作为保障住房 ，建

筑选材绝对考虑品质。
湖南高岭国际工业园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青告诉记者 ，“幸福家园 ”
建好后将交付长沙县政府管理， 按

照保障房管理相关规定， 将安排给
低收入无房务工人员居住。 这意味
着， 年底就将有近3000名低收入务
工人员能享受到更好的居住条件。

综合 ２０11年8月19日 星期五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胡永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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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家园”封顶
建成后可为低收入务工人员提供800多套住房

图为建设中的 “幸福家园”。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晚稻抗旱保丰收
省农业厅部署加强晚稻田间管理，将

干旱影响降到最低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杨玲） 从本月13日开始， 晴
热高温天气已持续达6天， 节节攀升
的气温让人渐感“吃不消”。省气象台
称， 晴热高温天气还将持续4天， 降
雨天气过程预计要8月22日后才会出
现。

今天，烈日继续炙烤大地 ，即使
是清早的气温也会让人感到热。至17
日，全省有59县（市）出现轻度高温热
害 ，热害县 （市 ）较前一日增加了27
个。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叶成志分
析，未来几天，随着副高进一步增强，
全省高温范围和强度将呈上升趋势，
热害范围、强度也将呈继续扩大增强
趋势，大家还将在炎炎烈日下、热辣
南风中，遭受高温天气的侵袭。预计8
月22日后，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
气过程，届时，高温天气将暂时缓和。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持续高温晴
热天气， 户外或高温条件下的作业
者，请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相关部
门和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好防火工作，
谨防森林及城市火灾；还应注意防范
因用电量过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

设备因负荷大引发的火灾。 同时，市
民也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由于阳光
强烈，紫外线也将维持在比较高的级
别，外出请做足“防晒功课”，此外还
应多喝水并保持充足睡眠。

本报8月18日讯 （通讯员 陈勇
周威 记者 陈永刚）自8月13日以来，
长沙出现了今年第三次高温热害天
气过程。 长沙市气象局今天发布预
报， 高温高蒸发天气将持续到22日，
今年的“秋老虎”持续时间和强度将
创21世纪以来的新纪录。

俗称的“秋老虎”指的是立秋以
后（8月8日左右）回热天气，一般发生
在八九月之交， 持续日数约一到两
周。这种天气出现的原因是南退后的
副热带高压又再度控制江淮及附近
地区，形成连日晴朗少云、日射强烈
的暑热天气。 根据近60年的资料记
录，长沙历史上入秋以来出现日最高
气温≥35摄氏度连续10天或以上的
“秋老虎”天气过程有3次：1967年连续
13天， 平均最高气温36.6摄氏度；1963
年和1998年均为10天， 平均最高气温
分别为37.3摄氏度和36.8摄氏度。

高温还将持续4天
长沙“秋老虎”创本世纪以来新纪录

常宁水利工程保城乡供水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陈莎 ）今天上午 ，第七届湘台
经贸交流合作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
举行。 会议透露，本届“湘台会”将于
9月4日至6日在郴州市召开，期间我
省将推出251个招商项目，并首次举
办湘台金融合作论坛。

首次举办湘台金融
合作论坛

省长助理袁建尧在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本届“湘台会”的主题是“交
流合作 、互利双赢 ”，由国务院台湾

事务办公室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 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
公室和郴州市人民政府承办。

会议为期3天， 将邀请600名左
右嘉宾参加。 期间，将举行系列招商
活动。 省商务厅副厅长刘权在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我省将推出251个招
商项目 ，投资额达500亿美元 ，涵盖
机械制造 、交通设备 、农业 、化工等
多个领域。

本届“湘台会”期间还将举行湘
台金融合作论坛、旅游推介会、郴州
台湾工业园揭牌仪式等专项活动 ，

并邀请台湾嘉宾参观游览郴州部分
景点、考察城市建设，并深入湖南各
地实地考察，洽谈合作。 其中，首次
举办的湘台金融合作论坛， 将邀请
台湾金融界人士来湘， 与湖南金融
界人士共商合作大计， 推动建立两
地金融交流合作机制。

两地直航航班有望
增加到每周13个

省旅游局局长杨光荣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目前台湾已经成为我省
最主要的入境旅游市场。 2010年我省

接待台湾游客为37.21万人次，同比增
长52.06%，占我省入境旅游市场份额
的近两成。 今年上半年，我省接待台
湾游客已经达到19万多人次。

与此同时， 湖南人游台湾也日
益火爆。 自2009年湖南开放大陆居
民赴台旅游业务以来，我省共有5家
旅行社获批经营组团赴台旅游 ，湖
南游客赴台湾旅游2009年超过6万
人次，2010年突破11万人次，呈大幅
增长态势。 杨光荣表示，期待通过湘
台携手合作，今后在增加直航航班、
开展赴台深度游、 开放赴台个人游
等方面取得新进展。 同时随着两地
经贸旅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每周8
个直航航班已经供不应求， 年内有
望增加到每周13个。

第七届“湘台会”9月4日在郴州召开

� � � � （上接1版①）
考察中，徐守盛指出，湖南酒类品种多，

但知名品牌不多，要加快科技创新，鼓励和支
持酒类生产企业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提高产
品质量，不断提升竞争优势。 要进一步开拓市
场，拓展发展空间，充分利用此次酒类博览会
的平台推介品牌和产品， 吸取国内外优秀酒
类企业的发展经验，努力做大做强湘酒品牌。

省政府秘书长盛茂林， 省直相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相关活动。

（紧接1版②）调研组先后深入省
内外调研，对我省城乡低保救助
工作开展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调
研报告。 报告分析了当前我省城
乡低保制度运行现状和存在的
问题，提出了完善我省城乡低保
制度的5条具体建议。

会上，大家就调研报告及建
议案的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并

提出了修改意见。
胡彪对调研报告及建议案

给予充分肯定。 他要求起草组的
同志要充分研究吸纳会议意见，
将调研报告进一步修改完善。

胡彪强调，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中具有综合性、 前瞻性的问
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是
政协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 全省
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战略部
署，紧扣科学发展、富民强省主
题，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条主线，着眼于“四化两型”各
项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选择党
委和政府十分重视、社会普遍关
注、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课题，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理性思考，
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为
省委、 省政府提供具有预见性、
针对性、时效性的建议，为湖南
“十二五” 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