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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成功转移
3000余群众

本报5月1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黄松柏 周湘益 曹阳）5月12日，汨罗市
35个乡镇普降暴雨。 汨罗市长周金龙带领
民兵应急分队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调集5艘
冲锋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紧急救援，成功
转移群众3000余人。

自12日零时至当日下午6时，汨罗市有
11个乡镇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其中大荆镇
降水199.5毫米，三江镇和智峰乡降水196.5
毫米。据不完全统计，该市共有10万亩农田
受灾，损毁水利工程1000多处，损毁道路51
公里 ， 倒塌房屋10栋40间 ， 受灾人口达
20000人。

灾情发生后， 该市立即组织水利、民
政、国土、人武、公安、卫生等职能部门组成
6个工作小组，分赴各受灾现场指导防汛抗
灾，全体市级领导亲临一线靠前指挥。截至
13日7时记者发稿时止，所有受灾群众均已
得到妥善安置， 防汛抗灾工作正在有条不
紊进行。

本报5月13日讯 （沈宣） 5月13日
上午8时50分， 平江县余坪乡和梅仙
镇交界处的昌江河上一座三孔石拱桥
（范固桥， 又名芦范桥）， 被特大山洪
冲击垮塌。

自5月12日凌晨1时到上午7时，连
续6小时内，平江普降特大暴雨，降雨
量平均在150毫米以上， 其中最多达
209毫米，导致平江发生百年一遇特大
山洪灾害。 连接余坪乡与梅仙镇的范

固桥的桥墩被巨大山洪连带山洪从上
游冲下的三艘挖砂船及树木等各类飘
浮物撞损。当地政府发现险情后，从12
日上午11时起， 由县交通运输部门和
当地干部对该桥实行交通封锁， 出示
了警示牌，安排了专人值勤，禁止了绝
大部分过往行人和车辆。13日上午，正
值几辆摩托强行闯关之时， 该桥突然
垮塌，初步摸排，有9人掉入江中。

接到报告后， 平江县委、 县政府

高度重视， 立即派出县防指指挥长王
洪斌率公安、 消防官兵、 民兵、 有关
专业人员， 并组织当地干群500多人，
调集3艘冲锋舟和2艘橡皮艇赶到现场
营救， 现已确认救起3名落水者， 并
送至医院救治， 有6人失踪。 随着搜
救工作难度加大， 当天中午， 平江县
又增加多台挖机、 钻机等技术设备，
并确保每班100人次， 三班人员轮流
24小时不间断搜救。

为防止因为山洪对桥梁房屋继续
产生损害， 平江县还组织全县干群对
平江县所有桥梁进行排查， 同时对所
有河流中因山洪冲散的船只、 树木等
物件组织打捞， 以免造成再次损害。

岳阳5万干群
抗击强降雨

本报5月13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林荡）岳阳市各界紧急出动，抗击强降雨。
至5月13日，已有5万多干群投入抢险抗灾。

5月11日以来， 岳阳市发生强降雨，受
灾乡镇达91个，受灾人口36万余人。面对雨
情灾情， 该市发动干部群众， 奋力抗灾救
灾。5月12日6时，岳阳县防指启动防汛三级
应急响应。5月12日8时，岳阳市防指在全市
范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1时，又对平
江、岳阳、汨罗、湘阴4县、市启动防汛三级
应急响应， 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按照防汛
应急预案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市、县、乡镇
三级防办实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 全市所
有遭受强降雨地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下到一
线，靠前指挥抗灾救灾。至13日，共转移群
众10960人，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160余人。
华容、湘阴、岳阳、汨罗、屈原等地湖区垸内
纷纷开启电排泵站、涵闸抢排渍水。全市共
出动干部7600多人 、 劳力4.6万人防汛抗
灾，开启电排机埠180处540台，抢排渍水。

保靖党员干部
带头抢险

本报5月13日讯（易果 张承印 张湘河）
5月12日，强降雨导致保靖县毛沟镇发生两
处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通往巴
科、民主等村的道路阻断。经党员干部带头
奋力抢险，疏通了道路。

得知暴雨引发泥石流等灾害， 驻巴科
村、 民主村的扶贫工作队及村民20多人火
速赶赴现场， 紧急抢险。5月12日11时30分
左右，就在大家全力抢修道路时，塌方路段
再次发生大面积泥石流。 本在高处的一棵
杉树随之滑到了路上， 并且掉下不少大石
块与淤泥，占去道路三分之二的面积，塌方
总量达300多立方米。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
时，党员干部带头，大家奋力清理泥石、淤
泥，不到1小时，两处塌方路段清理完毕，顺
利通车。

长沙县高桥镇
开展地震应急演练

本报5月13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邹蓬 龙伟玲 ）
昨天中午， 随着一声短促的警报， 正在长沙县高桥镇政府开
会的100多名村民迅速聚拢到墙角， 抱头蹲下； 1分钟后， 第
二声警报响起， 100多人迅速疏散到室外逃生。 这是该镇举
行地震应急演练的情形。

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4周年纪念日， 也是第4个全国防
灾减灾日， 长沙市地震局有关专家来到前几天刚刚经历过两
起地震的高桥镇， 开展大型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活动。

5月6日， 长沙县高桥镇发生两起地震， 该镇的高桥村、
范林村、 金桥村、 铜仁桥村等有明显震感。 长沙市地震局局
长张彩虹介绍， 这两次地震， 一次发生在5月6日上午10时2
分36秒， 震级为里氏2.0级； 另一次发生在晚上10时24分44
秒， 同一经纬度又发生了里氏2.9级地震。

尽管这两次地震均未造成房屋垮塌、 人员伤亡， 但从未
遇到过的地震还是让当地村民有些紧张， 也引起了 “多年来
不闻地震” 的湖南人高度关注。 对此， 长沙市地震局副局
长、 高级工程师黎品忠表示： “无须担心， 从我们目前监测
分析的情况来看， 长沙地区没有发生进一步地震的迹象。”
黎品忠介绍， 小地震的发生是随机的， 因为地壳在不停地运
动， 我省平均每个月都要发生7到8次小型地震。 长沙市地震
局从1973年开始对长沙地区实施地震监测， 近40年来， 监测
到180多次地震， 其中震级达到2.0级以上的超过100次。 但
这样的微型地震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不会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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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到中雨转阴 18℃～21℃
湘潭市 中雨转阵雨 17℃～21℃

张家界 小雨转阴 16℃～20℃
吉首市 中雨转阴 16℃～21℃
岳阳市 小雨转阴 18℃～24℃

常德市 中雨转阵雨 15℃～20℃
益阳市 阴 16℃～20℃

怀化市 小雨转阴 17℃～20℃
娄底市 小雨转多云 18℃～22℃

衡阳市 小到中雨转小雨 17℃～22℃
郴州市 小到中雨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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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小雨 18℃～23℃
永州市 中雨转阵雨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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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今天，阴天有中雨，明天，阴天
北风 ２～３ 级 17℃～22℃

本 报 5月 13日 讯 （记 者 徐 亚 平
通讯员 松柏 湘益 郑飞 建高） 5月7日
一大早， 汨罗市三江镇花桥村村民王端
荣和4名党员有说有笑地走上集镇 ， 当
起了 “义务清洁员 ”。 这样的党员 “先
锋 ” 成为小镇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 目
前， 该市崛起4支 “先锋军团”， 有党员
“先锋” 10000多名。

今年来， 汨罗市在基层党组织中全
力推行以争创 “致富先锋 ”、 “和谐先

锋”、 “服务先锋”、 “攻关先锋” 为主
要内容的 “先锋工程 ”。 引导农民发家
致富 ， 发展党员种养加工大户1090户 、
党员科技示范户2300户。 引导党员帮扶
特困群众， 维护社区治安， 宣传政策法
律 ， 争当 “和谐先锋 ”。 山塘社区党员
张建文， 义务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和劳
动保障服务， 帮助近60多名下岗职工实
现再就业。 在该市19个社区， 像张建文
这样的 “和事佬”、 “爱心大使” 有500

余人。
该市开展 “岗位练兵比技能、 服务

群众比作风 、 创先争优比业绩 ” 活动 ，
劳动、 税务、 电信等各窗口服务单位近
1000名党员争当 “服务先锋”。 市政务中
心工商窗口普通党员干部任付成， 以优
质服务实现了工作零差错， 群众满意率
达100%。 在该市非公企业党组织中， 还
活跃着一大批党员 “攻关先锋 ”， 他们
是企业科技创新 、 产品销售的领头羊 。

湖南万容科技有限公司党员黄山多带领
一班技术人员刻苦钻研， 先后获得国家
专利30项。

通过 “先锋工程” 的实施， 该市逐步
实现了创业致富有党员、 重要岗位有党
员、 突击攻关有党员、 困难面前有党员的
目标。 今年来， 该市共为18767名普通党
员设岗定责， 党员为群众办实事23160件，
化解矛盾纠纷689起， 凸显了基层党组织
的强大活力。

本报5月13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向方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要自觉
守住廉政底线。”5月7日， 泸溪县2012年入
党积极分子廉政培训结束后，学员罗伍深
有感触地对笔者说。近年来，该县通过推进
惩防腐败体系建设，优化了经济环境，助推
了发展提速。去年，该县规模工业总产值等
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位居自治州第一。

该县在加强廉政教育、 监督与惩处

的同时 ， 惩防体系建设突出制度的健
全， 逐步形成了用制度管权， 按制度办
事， 靠制度管钱的长效机制， 通过不断
提升机关效能 ， 严把资金管理各个关
口， 促进了发展环境的优化。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该县制定
下发了 《行政效能问责》 等制度。 去年
8月的一天 ， 一队 “不速之客 ” 来到县
直某机关办公楼 ， 他们有的拿着摄像

机、 照相机， 有的拿着记录本。 这是该
县派出的督察组， 正在开展干部上班在
岗情况突击督查。 2011年， 这样的督查
全县先后组织了4次 ， 通过下发督查通
报、 通报批评， 在全县引起极大震动。

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国库
集中收付和 “收支两条线” 制度， 推行
非税收入征管、 政府集中采购改革。 县
医院的信息系统建设软 、 硬件采购项

目， 经反复研究决定委托湖南省中科项
目管理公司作为招标代理公司， 到省专
家评委库抽取专业技术人员作为评委成
员， 通过公开公平、 科学合理的综合评
比， 最后节约采购资金35万元。 该县还
建立了财政投资评审制度， 在对县 “涉
江楼” 市政工程的评审中， 通过深入市
场了解饰材价格， 使该项目仅材料造价
方面就节约财政资金2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湘益 喻莎 黄文灿

5月13日凌晨2时， 汨罗市人武部
应急分队成功完成一次 “越境 ” 救
援。 被困汨罗江洪水中的平江县渔民
潘章铎成功获救了。 当地群众连声感
谢汨罗市子弟兵的英雄行动。

5月12日， 汨罗、 平江等地普降
暴雨 ， 汨罗江水位暴涨 。 当晚11时
许， 汨罗市委常委、 市人武部部长刘
要明的手机铃声响了。 “平江县伍市
镇境内， 一渔民受困汨罗江， 请立即
前往救援！” 市防汛指挥部指令声刚
落， 刘要明就快步冲出房门。

“应急分队马上集合！” 刘要明

命令一下 ， 6名队员迅速整理装备 ，
搬运冲锋舟上车， 加足马力， 向事发
地疾驰而去。

不足20分钟， 汨罗救援小分队赶
到了平江县伍市镇汨罗江边。 6支手
电筒往河面扫去， 离河岸约70米处的
一条采砂船上现出一个黑影， 见到光
源后跳起来狂呼 “救命”。

被困者名叫潘章铎， 是伍市社区
渔民 ， 看到自己的木船快被大水冲
走， 情急跳上船准备拴缆， 因水流太
急， 船越飘越远， 在河中央遇到一只
采砂船， 他顺势跳上了采砂船， 困在
了水位不断上涨的汨罗江中心。

“我们租了条船想去河中救人，但
水流太急了。”看到亲人子弟兵，岸边

30多名群众像突然抓住了“主心骨”。
应急分队迅速侦查地形， 寻找最

妥救人之法。 水流太急， 冲锋舟试了
好几次都无法靠近。 “抛绳索救人！”
刘要明当机立断。

采砂船离岸70米远， 如何才能抛
绳上船？ 队员们拿出平日备用的救援
设备———一根海钓钓竿， 一名队员熟
练穿上丝线，装好鱼钩，准备“钓船”。

6束光线汇聚到一起照向船身 ，
队员看准船位置， 振臂一甩， 丝线抛
向河中央。

“一次就成功了！” 岸上传来激
动的喝彩。 刘要明找到岸边一棵未被
淹没的树， 踩着1米多深的水将线的
另一头系在树上。 队员们通过丝线运
送一根小拇指粗的绳子上船， 再通过
粗绳将滑索和滑绳拉上船。

3根 “救命线” 搭上了船。 潘章
铎终于上了岸……

娄底市领导与企业家恳谈
本报5月13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吴晔） 与

企业家真心实意交朋友， 为企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 5月11
日下午， 娄底市委书记、 市长与企业家恳谈会上， 当地一批
企业家成了市委书记龚武生、 市长易鹏飞的座上宾， 大家畅
所欲言， 为企业发展和娄底经济腾飞献计献策。

企业发展了， 社会发展才有物质基础。 娄底市委、 市政
府多次强调， 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和企业家交朋友， 只有真
正成为朋友， 才能听到真话、 摸清实情、 解决实际问题， 促
进企业健康发展。 今年， 娄底出台了 “工业4年倍增计划”，
正在开展 “三联三转三提高” 活动， 各级党政领导纷纷与企
业结对子， 帮扶发展。

恳谈会上， 80多位企业家与娄底市委、 市政府领导围坐
一起。 现场有14家企业的负责人就企业发展遇到的问题、 需
要政府部门提供的帮助等一一陈述。 市领导认真倾听， 并用
笔做记录， 还不时插话、 现场答疑。 其他企业家的意见将以
书面形式递交市领导。 对这些意见将分门别类进行整理， 逐
一办理落实。

茶陵提纯紫皮大蒜
本报5月13日讯 （通讯员 黄娜丝 曾娜 记者 周怀立）

为提纯本地品种， 恢复和保持茶陵紫皮大蒜优良特性， 发掘
地方良种优势， 促进大蒜产业健康稳步发展， 茶陵日前组织
相关乡镇农技专干与大蒜种植户， 共同举办了大蒜提纯复壮
现场技术研讨会。 同时， 县政府决定拨出专项资金， 支持提
纯茶陵紫皮大蒜。

茶陵紫皮大蒜种植始自五代前， 以个大瓣壮 、 皮紫肉
白、 包裹紧实、 辛辣浓郁而闻名遐迩， 与白芷、 生姜同誉为
“茶陵三宝”。 去年3月， “茶陵大蒜” 通过国家工商总局注
册， 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商标。 由于蒜种选留及栽培管理不
善等原因， 目前 “紫皮大蒜” 有品种混杂、 种性退化、 品质
下降的隐忧。 根据计划， 该县将用3至5年时间， 通过对大蒜
土壤适应性、 选种、 施肥方法及采收等各项技术进行改良，
使大蒜种子由 “杂” 变 “纯”， 由 “退化” 转化为 “复壮”。
今年，茶陵大蒜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可达1.16万吨。

▲

5月13日， 岳阳县梅城线公路， 大型机械在清除水毁沙土， 保
障道路畅通。 近几天的强降雨， 导致该县境内发生183处山体滑坡。
目前， 该县正对山体滑坡进行紧急处理， 确保安全。

范向辉 沈念 摄影报道

▲5月13日， 岳阳县杨林乡垮塌的饶港河大桥。 12日下午， 由于
连续暴雨， 该桥被迅猛的河水冲垮， 导致当地交通中断。 目前， 该县
正在采取应急措施确保通行。

平江发生百年一遇特大山洪
造成一桥梁垮塌

子弟兵深夜“越境”救援

众森美术馆开馆
“安仁之春”大型画展揭幕

本报5月13日讯 （记者 熊远帆） 5月12日,位于长沙市岳
麓区的众森美术馆正式开馆。 同时， “安仁之春” 大型画展
在该馆开幕。 众森美术馆位于长沙猴子石大桥西众森美术
学校， 毗邻中南大学。 美术馆面积2000平方米， 是目前全省
最大的民间美术馆之一。 据了解， 该馆今后将免费开放， 并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 少儿美术教育免费培训等。 这次举办的
“安仁之春” 大型画展， 共展出作品200多幅。

崛起4支“先锋军团”汨 罗

惩防体系优化环境泸 溪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5月 13日

第 201212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39 1000 439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771 160 123360

9 58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5月13日 第2012055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6991905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11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3 29646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25
70307

1398044
10795976

34
2644
46608
333874

3000
200
10
5

0106 13 20 24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