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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陶海音 实
习生 曾杨）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于来山主持召开农
历新年全省调煤保电工作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 对今年全省调煤保电的形
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于来山强调，
2012年我省电力供应形势仍然严峻 ，
不容乐观，各级各部门不能麻痹大意，
不能有丝毫放松， 要深刻认识到调煤
保电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继续坚定不移地用铁的手腕， 狠抓调
煤保电，确保今年全省任何时候、任何
地方不因缺电、少电而拉闸限电。

据有关部门统计， 今年以来我省
用电增长强劲，尤其是春节期间（农历
除夕至正月初七），随着寒潮的到来和
春节回家过年人员的增多， 居民用电
量急剧增加， 湖南电网统调的最大用
电负荷同比增长17.6%， 并产生了近
900万千瓦的历史性最大负荷峰谷差；

日平均用电量达2.62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26.7%。同时，水力发电形势不容
乐观，1月份全省各水库水位基本接近
最低发电水位， 水库蓄能电量同比减
少20亿千瓦时以上， 全网统调水电发
电量13亿千瓦时 ， 同比减少 35.7% 。
由于目前全省水库蓄水严重偏少， 这
将会直接影响到今年第一季度甚至上
半年的电力供应。 同时， 水电出力不
够 ， 造成对火电要求比同期要高很
多， 1月份 ， 全省火电耗煤约310万
吨， 日均消耗10万吨以上。 预计今年
全省用电形势将呈现 “前低后高” 的
趋势， 用电量将增长10%以上， 电煤
需求量也将大大增加。 因此， 尽管今
年降水量可能同比有所增加， 但由于
目前水库蓄水特枯， 短期内水电难以
正常发力， 加上我省水电和火电装机
不配套的矛盾逐步显现， 迎峰度夏 、
迎峰度冬的压力仍然较大， 全年电力

供应形势不容乐观。
在认真听取省调煤保电领导小组

各成员单位负责人的汇报后， 于来山
强调，省委、省政府对调煤保电工作高
度重视 ，2012年全省调煤保电工作必
须做到“四个坚定不移”。一是要坚定
不移把抓调煤保电放在全省经济工作
的首位。电力是经济的命脉，是人民生
活的命脉。 现代社会没有电力供应增
长，就没有经济的增长，也没有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抓经济发展首先
要抓电力供应， 抓经济运行首先要抓
电力运行， 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
要抓电力保障。没有充足的电力供应，
一切都是空谈。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全省用电需求呈现
强劲的增长走势，而湖南火电、水电装
机不配套， 火电装机与用电需求严重
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改变； 计划电和市
场煤的矛盾没有改变；能源紧张、短缺

的趋势没有改变， 我省调煤保电将呈
现越来越艰巨的趋势， 全省调煤保电
的工作力度不能有丝毫放松。 二是要
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省委、 省政府
已经制订的关于调煤保电的若干政策
规定。只有全面执行这些政策，才能确
保全年调煤保电任务的完成， 才能确
保全省城乡居民用电不拉闸限电。三
是要坚定不移地把调煤保电与安全生
产两手同时抓， 两手都要硬。 要把煤
矿、 电厂、 电网的安全生产放在第一
位， 决不能以调煤保电为由而牺牲安
全生产。 四是要坚定不移加强对调煤
保电工作的领导。 要细化分解各部门
调煤保电的工作责任， 做到责任到部
门、到处室。近期省政府办公厅将下发
继续加强调煤保电工作领导的通知，4
月份省政府将召开全省调煤保电第二
次总结表彰大会， 严格按照考核结果
兑现奖惩。

� � �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李伟锋）省
煤炭工业局今天召开会议， 对节后煤
矿复产和电煤生产进行部署。 会议要
求， 抓紧开展节后煤矿复产各项安全
验收，在确保生产安全的前提下，争取
多产电煤，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可靠能源保障。

会议指出 ，2011年 10月至今年 1
月， 省内煤炭企业共为省网骨干电厂
调运电煤650多万吨，超额完成省政府
下达的电煤生产任务， 为确保电力迎
峰度冬作出了重要贡献。春节期间，大
部分煤矿停产放假， 电煤调入量大幅
下降； 同时因电力需求猛增致使电煤

消耗大增，库存电煤下降较快。
省煤炭工业局要求， 各煤炭企业

和各级煤炭管理部门要立即组织节后
复产隐患排查治理， 组织人员对各矿
井、 各系统、 各环节、 各作业地点进
行全面细致排查。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的， 一律停产整顿、 挂牌督办， 并
实施跟踪监管， 直至整改到位。 对存

在超深越界、 风井出煤等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的， 要严格处罚， 直至依法关
闭。 高度重视电煤生产和煤炭价格调
节基金征收。 各级煤炭管理部门要积
极探索建立调煤保电工作的长效机
制， 引导有条件的煤矿企业与电厂签
订完整的供需合同， 鼓励煤矿企业向
电厂直供电煤， 鼓励发电企业设点集

中收购电煤。 煤炭管理部门要加强与
相关发电企业的协调， 为调煤保电工
作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 加强煤炭经
营监管执法， 规范煤炭经营市场， 特
别是要加大对重点产煤地区及电厂周
边经营煤场的监管执法力度； 鼓励煤
炭经营企业多送电煤， 从外省多调电
煤。

欧阳金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持续增强农
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
日前已经正式发布。 这是新世纪
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九个指
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

今年的 “一号文件 ”，突出强
调农业科技创新。 这是党中央科
学把握现代农业发展规律， 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部
署。 这个文件在我国农业科技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必将为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实现新突破 、
再创新佳绩注入强劲动力。

无农不稳，无粮不安。刚刚过
去的2011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
现出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加快发
展的强劲势头，粮食生产实现“八
连增”，农民增收实现“八连快”，为
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大局作出了重大贡献。

也应该清醒地看到， 我国农
业基础仍然薄弱， 农业发展方式
仍然粗放， 农产品供求已进入紧
平衡阶段。“三农” 问题始终是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加以高度
重视的领域。一方面，随着人口总
量增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收入
水平提高和工业用途拓宽， 农产
品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 另一

方面，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等资
源约束趋紧， 又对保障农产品供
给造成日益增大的制约。 尤其是
农业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价格趋
于上升、农业比较效益趋于下降，
更使得保持农业稳定发展的难度
越来越大。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必
须避免农业出现闪失， 避免主要
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 。2012年中
央 “一号文件 ”明确指出 ，农业科
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
撑， 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
选择， 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
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
性、社会性。我们要在深刻理解中
央 “一号文件 ”精神的基础上 ，围
绕农业科技大胆创新。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既是
“鱼米之乡”， 更是 “农业大省”，
“三农”工作历来是湖南的重中之
重 。2011年 ， 湖南粮食增产18亿
斤，实现历史性的“八连增”；农产
品加工业完成销售收入 3900亿
元， 增长21.9%，“百城千镇万村”
新农村建设试点工程全面启动 。
但我省农业也同样面临增长和管
理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能
源、资源、环境的制约日趋突出等
诸多困难和挑战。 伴随2012年中
央 “一号文件 ”的东风 ，我省正在
迎来农业科技的春天， 农业科技
发展的原动力更加强劲。

� � �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孙宝柱） 记者今天从广铁
集团获悉 ， 元宵节当日湖南铁路
发送旅客30.5万人次， 继续保持高
位运行 。 节后15天湖南铁路累计
发送旅客已达到435万人次。

节后的第二轮客流高峰将在
元宵节后形成， 7日湖南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35万人次 ， 武广高铁预
计发送旅客10万人次 。 为有效应
对节后客流高峰 ， 湖南铁路各站
今日开行始发临客40列 ， 其中前
往广东方向32列， 前往华东方向7
列， 省内短途长沙前往永州方向1
列 。 武广高铁运力也于今日安排
79对列车重联运行 ， 届时武广高
铁每天的运力将达17万人 。 目前
武广高铁长沙南站南下广州 、 北

上武汉均有余票 ， 但因节后出行
旅客较多 ， 建议旅客提前购买车
票 ， 或者尽量选择每天10点之前
非高峰时段出行。

2月5日已开始预售春运最后
一天 （2月16日） 的车票， 这也意
味着春运售票高峰进入尾声 ， 湖
南部分火车站将陆续关闭临时集
中售取票点 ， 从 2月 4日零时起 ，
衡阳 、 怀化 、 溆浦等站的临时集
中售取票点已相继关闭 ， 不再办
理车票售 、 取业务 。 请广大旅客
留意车站的宣传和提示 ， 不要盲
目前往购取车票。

从铁路部门车票预售情况看，
2月9日前 ， 湖南铁路大部分火车
站往北京方向车票紧张， 往广东、
华东方向还有余票。

� � � � 2月6日， 湖南工学院安全与环境工程系安本0803班杨希 （右一） 等
3名学生代表， 给帮扶对象西然多杰送上书包等文具用品。 当天， 14名
来自玉树地震灾区参加 “感恩之旅” 的孩子们在长沙与爱心单位、 家庭
和个人一起交流联欢。 本报记者 赵持 张斌摄影报道

� � � � 本报2月6日讯 （通讯员 龙
博 ） 一次最新的环洞庭湖隆冬水
鸟调查显示 ， 从外地迁徙到环洞
庭湖湿地越冬 的 候 鸟 同 比 减 少
42%。 笔者今天从省林业厅获悉，
去年降雨偏少导致生态雨水不足，
是环洞庭湖候鸟减少的重要原因。

此次环洞庭湖隆冬水鸟调查，
由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牵头，联合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和
横岭湖3个保护区共同展开。在调查
中， 环洞庭湖共监测到鸟类54种，

103843只 ， 比去年同期监测到的
170000只候鸟数量减少了42%。

专家分析 ， 去年降雨偏少 、
连续干旱 ， 是导致环洞庭湖湿地
候鸟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 。 2011
年全省累计平均降雨量仅 970毫
米， 较历年均值减少33%， 为1910
年有实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低值 。
降雨偏少直接导致洞庭湖较高水
位维持时间短 ， 没有达到芦苇 、
草滩 、 鱼类产卵等要求的生态水
位， 造成洞庭湖区生态缺水现象。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五
创四评”活动全面铺开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奉清
清） 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
领导小组、 省委宣传部日前发出
通知， 在全省各级党组织中开展
“创建机关学习型党组织、 学校
学习型党组织、 企业学习型党组
织、 社区学习型党组织、 农村学
习型党组织和评选全省十佳学习
型党组织示范点建设先进单位、
十佳学习活动、 十佳学习载体、
十佳党员学习明星” 活动 （简称
“五创四评” 活动）。

2012年， 是全省学习型党组
织 “三新” （新方法、 新载体、
新平台） 建设年。 “五创四评”
活动是推进学习型党组织 “三
新” 建设的重要抓手。 开展这项
活动， 旨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大和十七届四中、 五中、 六中
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省第十次党
代会决策部署， 按照 “科学理论
武装、 具有世界眼光、 善于把握
规律、 富有创新精神” 要求， 深
入广泛地开展 “五创四评 ” 活
动， 大力营造和形成重视学习、
崇尚学习 、 坚持学习的浓厚氛
围， 牢固确立党组织全员学习、
党员终身学习的理念， 建立健全
管用有效的学习制度， 不断创新
学习方法与手段， 使党员的学习
能力不断提升、 知识素养不断提
高、 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 使
党组织的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
力不断增强， 以学习型党组织建
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
利召开。

据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介绍 ， 这次
“五创四评” 活动将从2月开始启
动， 至2012年11月底结束。 活动
分为各地推荐、 组织初审、 网络
投票、 专家打分、 公示、 研究确
定、 表彰推广等程序和环节， 采
取自下而上、 层层推荐等办法开
展。

� � � �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周东平 ） 2月5日 ， 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
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开幕 。
湖南的土家织锦技艺、 侗锦织造技
艺、 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 菊

花石雕4个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
成果晋京参展。

湖南的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河
村土家织锦技艺传习所、 通道县呀
啰耶侗锦织艺发展有限公司入选首
批国家级生产性保护实验基地， 省

文化厅组织上
述两个单位及
湖南省工艺美
术研究所、 陈
扬龙陶瓷艺术
工作室晋京参
展， 展示土家
织锦技艺、 侗
锦织造技艺 、
醴陵釉下五彩
瓷烧制技艺 、
菊花石雕 4项
非遗的生产性

保护成果。 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刘代娥、 侗锦织造技艺国
家级传承人粟田梅、 醴陵釉下五彩
瓷烧制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陈扬龙
在展览现场进行了展演， 受到首都
观众的热捧。

本次展览由文化部与发改委、教
育部、 科技部等1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以及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北京市
政府共同举办。 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
主，从全国选取了180多项在非遗生产
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
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项目参展，
邀请了160余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现场展
示精湛技艺和生产工艺流程， 现场还
展出实物近2000件。

调煤保电在行动
于来山在全省调煤保电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必须做到“四个坚定不移”

省煤炭工业局：

抓好复产验收 确保电煤供应

农业的根本出路
在于科技创新

� � � �今年的 “一号文件”， 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 这
是党中央科学把握现代农业发展规律， 立足当前、 着眼
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大部署

环洞庭湖湿地越冬候鸟减4成
专家分析，降雨偏少导致生态缺水是主要原因

■平安春运 快乐出行

铁路迎来节后第二波客流高峰
7日湖南各站开行始发临客40对
衡阳怀化溆浦集中售取票点已关闭

湖南非遗生产性保护成果晋京参展

� � � �彩灯与灯光同晖， 湖光共山川一
色。2月6日晚，由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管
委会主办的 “欢度元宵节， 魅力梅溪
湖” 元宵灯会在梅溪湖南岸景观轴隆
重举行， 近10万市民参加灯会并游园
参观。 长沙市党政领导出席活动并启
动灯光按钮。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陈润儿也赶来现场与市民同欢。

梅溪湖国际服务区自2009年3月
启动开发建设以来，已完成投资逾110
亿元， 建设项目近40个， 建成项目19
个，已经实现湖泊竣工蓄水，环湖景观
工程基本完工。

入夜，梅溪湖已成欢乐的海洋，威
风锣鼓响彻云霄。 晚8时30分，随着长
沙市领导将手在电子水晶球上轻轻一
按，环湖灯光亮起，所有建设工程全部
亮灯。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

现在已成美轮美奂的华彩世界！
在梅溪湖南岸， 景观主轴以金龙

为龙头，近500米叠水区组成“金龙戏
水”长廊；梅溪湖北岸布置了“双龙戏
珠”大型彩灯，两条长30多米的巨龙气
宇轩昂， 气势磅礴， 将先导区锐意进
取、创新、拼搏的精神内核完美呈现；
沿湖由50多个激光探照灯组成的激光
秀营造出一幅集高科技和文化创意于
一体的灯光造型，给人强烈的震撼；灯
会现场共布置了近3万个大红灯笼，营
造了喜庆的节日氛围。 同时根据不同
的园景设置了艺术铜人、科技魔术、手
影、 唯美水影画、 川剧变脸等表演节
目。焰火秀以“欢乐梅溪湖”为主题，时
长10分钟， 分为 “龙腾盛世， 欢度佳
节”、“山水新城， 梅溪春早”、“楚湘摇
篮， 人文梅溪”、“ 锦绣前程， 光辉未

来”4个篇章， 各种艺术特效礼花组成
的焰火巨龙在梅溪湖上空游动、 彩色
灯笼礼花挂满夜空， 特制水上烟花组
成的“绿草”烟火铺满湖面。

梅溪湖3000亩水面在灯光和焰火
的映照下璀璨夺目， 湖畔呈现出一个
灯景交融、璀璨瑰丽的灯光世界。

据主办方介绍， 与长沙市内其他
传统灯会不同的是， 这次的灯会突出
灯景、 园景和人文的结合， 设置了多
种具有公众参与性、 观赏性及视觉冲
击性的节目， 是长沙市内唯一环湖布
置、 突出水元素的灯会， 作为长沙新
的文化品牌， 梅溪湖元宵节灯会将每
年举行。

� � � �图为元宵灯会现场。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此景只应天上有 ———写在梅溪湖
元宵灯会上

本报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郭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