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典波 梅新文

近日，省核工业地质局311大队平
江黄金洞项目部驻地局部垮塌， 该大
队迅速展开抢险救灾，20分钟内将10
名受伤职工安全撤离。 这场惊心动魄
的“救灾”斗争，其实是该大队的一场
应对地质灾害演练。

当天上午10时30分，311大队地质
灾害应急处理指挥部电话骤响：“因突
降暴雨，项目部驻地局部垮塌，直接威
胁我项目部和10名职工的生命财产安
全。 ”指挥部熊副指挥长接到报警，立即
回复：“请继续做好监测，组织人员做好

撤离准备，我马上向大队报告。 ”
“副指挥长，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

311大队长肖国强指示。
指挥部连续3次广播：“应急队员听

到广播后请立即集合。”2分钟后，现场监
测组、紧急抢险组、治安保卫组、医疗卫
生组、后勤保障组的队员均集结完毕。肖
国强命令各组立即赶到现场各司其职。

10时42分，抢险组长陆红兵带队赶
到现场，发动抢险设备、清障、组织职工
撤离到安置点。 “项目部10名职工已撤
出9人，还有一名下落不明。 ”肖国强命

令：“请仔细搜索，务必营救！ 请医疗卫
生组进入现场救治和撤离受伤人员。 ”
卫生组长文尚武带队小跑进入项目部
现场进行施救。 保卫组长许立志报告：
“场地已清理，现场秩序良好。 ”

10时48分，后勤保障组长冯卫报告：
“救出职工已全部安置好，生活用品已发
放。 ”现场监测组长丰杜报告：“各项任务
已经完成，建议解除警报。 ”肖国强指示：
“同意解除警报，请继续做好安置点转移
人员的安置工作和危险区域的监测工
作。 ”10时50分，地质灾害演练圆满结束。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左丹）今
天，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乡金侨村热闹
非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长
许志仁将“全国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
目单位”、“全国‘治未病’预防保健服
务试点单位”两块牌匾授予该乡的金
侨中风病防治医院，对这所乡镇医院
坚持以中医中药为特色服务群众所
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据悉，金侨中风病防治医院又名
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中心卫生院，是一
家地地道道的乡镇医院。自1995年创
办以来，该院在省级名中医任开益院
长的带领下，潜心研究中医中药预防
和治疗中风病。 该院也由创建初3张
简易留观床发展到今天拥有200多张
床位的中医二级医院。

长探家园“家”味浓

6月24日， 位于永
顺县境内的张花高速
青坪特大桥合龙。该桥
最高的桥墩垂直地面
高度为132.9米 ， 地下
基础高73米，为亚洲同
类高速公路桥第3高桥
墩。

唐启武 摄

坚持中医特色服务群众

一乡镇医院获两项
国家级授牌

有备则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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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胡文浩 王学海

6月14日， 长沙市中心医院。 躺
在病床上的肾癌患者刘玉香接过长
沙探矿机械厂厂长李武初送来的慰
问金 ， 动情地说 ：“长探家园使我感
受到家的温暖！”

长探家园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左
家塘街道荷叶塘社区辖区内，是长沙
探矿机械厂的职工宿舍区 。 这里的
441户1000多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
庭里。 温馨的气氛，浓浓的“家”味，大
家和谐相处，亲如一家。

斥资500万元建“安乐窝”
走进长探家园小区，但见绿树成

荫，满眼青翠，路面干净齐整。 老人带
着小孩悠闲地在树阴下乘凉，一片宁
静祥和。

长探家园职工宿舍区始建于1958
年，小区环境比较差。 “4年前，我们这
里还是泥巴马路 、草木横生 ，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出行很不方便。 ”
长探家园后勤部部长彭述林说。

2008年起，长沙探矿机械厂联合
雨花区政府， 斥资500万改善小区基
础设施建设。 首先铺设下水管道，彻
底改变了一下雨就内涝的局面 。 接
着 ， 小区主要通道的路面铺上了沥
青，次要通道则铺上水泥。 针对小区
顶楼积水漏水， 将平顶改成斜顶，顶
楼住户再也不用担心一下雨屋顶就
漏水。

长探家园中心花园，原先建有一
个舞厅，舞厅每年出租租金达10多万
元。 为美化小区环境，厂领导忍痛将
舞厅拆除 ， 建成花园 ， 方便居民休
闲。

小区环境美化一新，居民精神面
貌也焕然一新。 从2009年起，长沙探
矿机械厂每年被评为长沙市文明标
兵单位。

相亲相爱一家人
有困难互相帮助，有人生病大家

都去看望 。 长探家园充盈着浓浓的
“家”味、人情味。

2011年4月，因病早退的职工刘玉
香患了肾癌。 数年前，她与丈夫离婚，
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家境困难。 突遭

重病，雪上加霜。巨额的手术费用使她
一筹莫展。小区居民纷纷解囊相助。离
退办主任黄光胜二话没说，垫付了2万
元医疗费，使她得到及时救治。

2011年6月8日晚11时许， 厂里一
名叫严光灿的员工突然接到长沙市血
液中心的求助电话， 称有一位患白血
病的重症患者正在湘雅二医院抢救，
急需输血。 而市血液中心已没有相应
血源，严光灿曾经献过血，血站工作人
员经查找比对， 发现他的血小板与患
者正好匹配，就请他到血站献血。接到
电话后，严光灿立即披衣起床，乘出租
车直奔血站献血，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74岁的周国兴，1963年就来到厂
里工作， 一直住在长探家园90平方米
的旧房子里。2005年，儿女给她在长沙
市城南买了一套160平方米的房子，装
修一新，想让她住得宽敞舒适些。可周
国兴说什么也不愿意搬家。她说，在长
探家园住几十年了，大家互相照顾，亲
如一家，很有幸福感，她舍不得离开。

“阳光老人”很充实
长探家园公示栏中， 一项项评分

细则引起记者注意。 思想健康、 身体
健康、 家庭和睦、 邻里和谐、 社区活
动……每一项都细化开来， 详细标明
分数。

长沙探矿机械厂党委书记蒋毅介
绍，小区每年都会开展“阳光健康离退
休职工”活动，这些细则就是每年评选
“阳光健康离退休职工”的依据。厂里每
年要评出10名“年度阳光健康离退休职
工”，在重阳节期间进行表彰，每人奖金
1500元，并授予荣誉证书。

“以前总担心退休后会无所事事，现
在看来退休了也一样要忙活， 因为要打
高分嘛！”杨正军老人刚退下来时有些不
适应，但现在觉得有了新奔头，过得也很
充实。 “现在一有社区活动我就去参加，
好给自己积累分数嘛。 ”

“阳光健康离退休职工” 评选活
动，极大地调动了老人们老有所爱、老
有所乐、 老有所为、 老有所学的积极
性。 老人们自发组建腰鼓队舞蹈队花
草修建队义务巡逻队， 一年四季活跃
在小区，在美化小区环境的同时，也给
居民带来快乐平安。居民们介绍，小区
内房子出租， 每月租金要比邻近小区
的同类型房子高出二三百元。

于来山
基本农田是国家从战略角度出

发， 为了满足一定时期人口和国民经
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 而必须确保
的耕地最低需求量，老百姓称之为“吃
饭田”、“保命田”。 高标准基本农田是
指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中
连片、设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
抗灾能力强， 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
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田。 在去年的国
务院第164次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
站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
展、 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及造福子孙后
代的高度，提出要“力争在‘十二五’期
间再建成4亿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基
本农田”。这是国务院赋予地方各级政
府的重要职责， 是当前各级政府服务
“三农”、 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的重要工作和政治任务。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为实现我省粮食稳产增产，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
突出贡献

我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 是全国
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近年来，为进一步
提高粮食产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我
省以农村土地整治为抓手， 积极推进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
效。 2006年，省人大在全国率先颁布了
《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条例》， 明确了
土地整治项目立项、实施、验收、权益
维护和资金管理等各方面的要求 ；
2009年，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意见》，明确了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职责， 提出了土地
整治的目标任务、 政策措施和工作要
求。 从2001年到2011年，全省共安排实
施土地整理项目近2000个， 投入资金
160余亿元，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500
余万亩， 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设施
和耕作条件，大幅提高了粮食产能，湖
南粮食产量已实现“八连增”，且连续
两年突破600亿斤，其中稻谷产量稳居
全国第一， 创造了以占全国3.2%的耕
地产出占全国6%的粮食的奇迹。 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对这些成绩的取得，
可谓“功不可没”。

国家提出大规模建设
高标准基本农田，对我们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
清醒地看到，由于我省一些地方财力
有限，长期以来对基本农田建设投入
不足，导致大量灌排沟渠、田间道路
等农业生产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虽
近年来资金投入大量增加，建设力度
在不断加大， 但至目前为止， 全省
4885万亩基本农田中，仍有85%以上
达不到旱涝保收的条件。 当前，国家
提出要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新建一批基本农田示范县，新上一批
基本农田建设重大工程，对我们争取
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加快推进基本
农田建设，是难得的契机。

“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给我省
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是1495
万亩， 今年的任务是419万亩。 而从
2011年的情况来看，我省基本农田建
设规模为150万亩，即2012-2015年的

年平均建设规模将是2011年的近 3
倍。同时，国土资源部于去年9月印发
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对高
标准基本农田进行了明确界定，提出
了更高的技术标准和更严的建设要
求。 可以说，今后一段时期内我省的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将十分繁
重， 在迎来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
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以务实的举措大力推
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确
保按时保质完成国家下达
的任务

广泛宣传教育。充分运用各类媒
介， 加大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意
义、作用的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深
入了解和掌握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的有关政策和制度，激发社会各界关
心、关注和参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科学编制规划。 全省各级都要根
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
结合实际，科学编制本级规划。 省级规
划重点分解下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任务， 明确全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的目标任务、重点区域、重大工程、资
金安排及保障措施等； 市级规划重点
提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区域布
局， 分解落实本地区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任务， 确定本地区重点项目和资
金安排； 县级规划重点确定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项目、 布局和
工程措施，明确安排时序。

加强组织领导。当前，各级政
府要将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作

作为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一项
重要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切实
履行主体责任，建立“一把手”负责制。
国土、财政、农业、交通、水利、林业等
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配合、形成合
力，共同推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保障资金投入。在保持现有资金渠
道和用途不变的前提下，以新增建设用
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主体，引导和聚合
相关涉农资金，共同投入高标准基本农
田建设，发挥综合效益。 要积极探索激
励机制，鼓励民间资金投入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不断拓宽资金渠道。

加强实施管理。 在项目立项、设
计和预算编审、实施、验收和资金管
理等各个环节，都要进一步完善管理
制度，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加强监管。
尤其要注重发挥纪检、监察、财政、审
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确保工程质量
优良，资金运行安全，干部不出问题。

维护群众权益。高标准基本农田
建设项目立项、 编制设计方案前，要
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保障群众的知情
权、参与权，满足群众最实际的需要；
项目实施时，按规定能够交由当地群
众承担的工程都应优先安排给当地
群众，使他们能够获得直接收益。 项
目验收时，要聘请当地群众代表作为
工程验收组成员，行使监督权。总之，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要把维护群众
的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务必要把好
事办好，使群众满意。

大力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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