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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淼玲 黄纯芳 王文隆
通讯员 罗当

火海里出生入死 ， 险境里拯救
生命， 平日里扶危帮困 。 在雷锋家
乡的土地上 ， 有这样一支队伍 ， 34
年如一日 ， 将雷锋精神代代传承 ，
赴汤蹈火 、 不辱使命 ， 爱岗敬业 、
助人为乐 ， 奏响了 “忠诚可靠 、 服
务人民、 竭诚奉献” 的时代强音。

这就是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
大队。 建队34年来，大队坚持用雷锋
精神建队育警 ， 出色完成了防火灭
火、抢险救援等各项任务。 今年3月，
望城消防作为全国消防部队和湖南
省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代表，赴京参
加全国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座谈会。

8月15日和16日， 记者走进这支英
雄的队伍，采撷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舍生忘死解危难
【现场】

轻展手臂，飞檐走壁，十几秒钟，
消防战士小王就爬到了一栋5层楼高
房子的顶楼；随着“嗞嗞”的声音 ，火

花四溅，一块厚厚的钢板被手持切割
机的消防战士切出一个规则的等边
三角形……

8月15日上午，望城区公安消防
大队的官兵向前来采访的新闻媒体
记者展示一项项 “绝活”， 令大家赞
叹。 凭着平时的扎实训练，官兵们练
出一身过硬本领，关键时刻做到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故事】

每遇急难险重任务 ， 望城消防
的官兵们总会冲锋陷阵 ， 舍生忘死
化解危难。

今年7月16日17时39分， 旺旺食
品有限公司预备车间发生大火 。 预
备车间西北角约25米处是一个储存
有30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地下溶
剂储罐 ， 一旦着火爆炸 ， 方圆数公
里将被夷为平地 ！ 面对险情 ， 消防
官兵毫不犹豫地冲进火海 。 经过12
个多小时奋战 ， 大火终于被扑灭 。
消防官兵以零伤亡的优秀表现 ， 挽
回了6800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消防战士汤 达 路 来 自 四川 绵
竹 。 在 “５·１２” 汶川地震发生时 ，

他忍着家园破损失去亲人
的悲痛 ， 在北川灾区和战
友们一次次冲进危房 、 一
次 次 刨 开 废 墟 。 汤 达 路 、
王金银 、 吴宏武……参战
官兵为了百姓利益将生死置

之度外， 全部荣立战功。
望城消防大队建队以来 ， 共出

动各类灭火救援6000余次 ， 参加社
会救助3100余次， 营救被困群众708
人， 抢救保护财产价值10亿多元。

“消防夜校” 进工棚
【现场】

“大家看 ， 我 手 上 拿 的 就 是
ABC干粉灭火器。 （下转3版）

� � �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孙敏坚）
经过反复酝酿、组织提名、推荐选举，
我省选出了63名出席党的十八大代
表， 他们将代表全省300多万名共产
党员，光荣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 本报20日起推出“十
八大代表风采录”专栏（详见2版），重
点介绍来自生产和工作一线的我省
十八大代表的先进事迹。

按照中央部署和党章等党内有

关规定，日前，全国2270名十八大代
表全部选举产生。在我省选出的63名
代表中，很多是来自基层一线、在各
行各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
党员。本报将在栏目中宣传和推介他
们的先进事迹，以激励和带动全省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以他们为榜样，学习
和弘扬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范，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
召开。

� � �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陈苹 唐玄璇） 省政府近日
下发文件决定， 授予省公安消防总
队 “三湘消防铁军” 荣誉称号。

近年来， 省公安消防部队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认真践行胡
锦涛总书记 “忠诚可靠、 服务人民、
竭诚奉献” 的总要求， 开展 “清剿
火患” 行动， 构建社会单位消防安
全 “防火墙”， 圆满完成了各项消防
安全保卫和应急救援任务， 为维护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全省消
防官兵发挥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

斗、 特别能奉献的精神， 在抗冰救
灾、 抗震救灾、 抗洪救灾及北京奥
运会、 上海世博会、 中博会等重大
消防安保任务中 ， 在处置 2007年
“8·13” 湘西凤凰堤溪大桥垮塌 、
2011年 “4·14” 株洲智成化工保险
粉仓库火灾等重大事故中， 出色完
成了各项任务。 同时， 全省消防部
队涌现出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集体” 望城大队和 “爱民模范 ” 宋
文博等一批先进典型 。 2011年， 在
第一届全国公安消防部队打造现代
化消防铁军比武竞赛中， 我省消防
部队勇夺团体冠军。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继云

一则 “入党新规” 报
道被180多家媒体转载

8月8日，《湖南日报》五版头条刊
载消息《溆浦发展党员重“德”看“品”
125人未能通过成为预备党员》为题，
报道溆浦县发展党员重德看品新举
措。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 这篇反映
“入党新规” 的报道被湖南在线、 人
民网、 新华网、 新浪、 腾讯等180多
家网络媒体转载 ,引起了网友的高度
关注。

“不孝敬父母不能入党”，溆浦这
一“入党新规”的出台，犹如一石激起
千层浪， 网友纷纷撰写评论支持这
一做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县委组织部主动回应，
详解 “入党新规”

自8月8日上午开始， 一些媒体
记者纷纷致电溆浦县委组织部， 约
访关于 “入党新规” 出台的背景和
具体做法。

“我们认为这是根据农村实际
情况进行的一项创新与探索， 在选
拔党员时让群众有参与权、 监督权，
预防发展党员过程中的不正之风 ，
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 ，” 8月13日 ，
溆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肖育民在接
受新华网 《第一回应》 栏目记者采
访时说， 经过一年多实践， 群众反
映较好， 现已在全县推行。

在谈到这一 “入党新规” 出台
的背景时， 肖育民说， 有群
众向溆浦县委组织部反映 ，
一些地方存在申请入党人员
的个人品行不端， 以讲 “人
情关系” 入党等现象， 所以，
县委组织部在 2011年3月出

台新的入党规定， 其中规定有不孝
敬父母、 不讲公德等9项品行不端行
为的人员不得入党。 “我们对申请
入党的人员考察注重德行， 不只考
察申请入党者的优点和工作业绩。”

网 友 热 议 “入 党 新
规”， 赞成者占9成

“入党新规” 引起了网友的热
议， 赞成者占9成以上， 也有个别不
同的看法。

吉林网网友李振忠看到 “入党
新规” 这一报道后， 对这一做法持
支持态度。 他认为 “不孝不得入党，
富含人情味 ， 而不孝子女不入党 ，
也是最基本的入党底线， 不仅可以
在当地全县推行， 甚至也可以在更
大范围内乃至全国推行。”

网友叶金福在 《河南农村报 》
以 《“不孝” 不能入党， 好！》 为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 入党
也应像干部的提拔和重用一样， 不
能一味地只把其 “能” 作为唯一的
评判标准， 而应该把 “德” 放在首
位， 至 “孝” 为上。 因为只有在家
“孝” 的人， 才能在入党后做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才能深得百姓的
称赞和拥戴。 “因此， 就这一点而
言， 湖南省溆浦县规定 ‘不孝’ 不
能入党的做法， 确实值得我们各地
各级党委政府借鉴和学习。”

四川新闻网太阳鸟时评专栏刊
发了网友蒲健对 “入党新规” 看法
的评论： 《让 “德考” 成为党员发
展最好的 “试金石”》。

（下转5版）

■湖南
故事

———记长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

竭诚奉献写忠诚 省政府决定授予省公安消防总队

“三湘消防铁军”荣誉称号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专栏今日推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
———溆浦县“不孝无德凌弱者不得入党”引发热议的背后

� � � �右图:2012年8月10日， 从空中拍摄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该机
场是我国中部的综合枢纽机场， 从1989年8月29日开始使用 ， 到
1998年， 航站楼经过2次升级扩建。 2011年7月19日， 第三代航站
楼正式投入运行， 机场总建筑面积扩大了6倍。 目前， 机场航班直
通包括港台和韩日、 东南亚在内的60多个大中城市， 每周航班起
降近2500架次， 年旅客吞吐量增长了30多倍， 年内有望进入全球
机场百强。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影报道

� � � �上图:2009年10月8日，空中拍摄的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老航站楼。

黄花机场
升级蝶变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镜采三湘巨变

湖 南 远 见 集 团 协 办

不愧为雷锋家乡消防兵
■短评

详见 版

� � � � 8月18日， 在望城区白箬铺镇农家书屋， 消防战士利用休息时间为孩子
们辅导功课。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 � � �编者按 益阳市在坚持土地集体
所有制性质不变、 农民承包经营权不
变、农用地属性不变的前提下，坚持依
法、自愿、有偿原则，运用市场机制，引
入信托理财方式， 创新农村土地信托
流转机制，实现了农民大幅增收，推动
了现代农业发展， 促进了城乡统筹发
展，促进了乡村和谐发展。 省委政策研
究室调研组最近对益阳市这一创新之
举进行了深入调查，现将调研成果《放
大土地权益 创造多赢效应———益阳
市创新土地信托流转机制调查》 全文
刊登，供各级干部群众参考。

近年来 ， 益阳市在坚持科学发
展，全面推进“四化两型 ”建设中 ，立
足本地实际，创新农村土地信托流转
机制 ， 积极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路
子，取得了新的突破。 最近，我们对益
阳市土地信托流转进行了调研，感到

他们的做法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成效
从调研情况看 ， 益阳市开展农

村土地信托流转 ， 成效明显 ， 对于
深化农村改革 、 推进农业现代化 ，
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 实现了农民大幅增收。 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 ， 是农村改革发展的
中心任务 。 土地信托流转一个显著
的成效 ， 就是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
收入。 前几年进行一般性土地流转
的地方 ， 每年人均增收不到600元 ，

进行信托流转后 ， 增收达到1000多
元。 沅江市草尾镇乐园村是最先开
始实行土地信托流转的村 ， 全村有
85%的农户、 81.3%的土地实行信托
流转。 村支书王岳飞介绍 ， 村民年
人均纯收入由流转前的5000元左右
增加到1万多元 。 实现了 “一保两
增 ”： 一是确保了各项惠农补贴到
户， 每亩承包地收入135元； 二是稳
定增加了土地租金 ， 每亩土地租金
为250公斤稻谷 ， 现行价为 600元 ，
并随着粮价上涨而增加 ； 三是大幅
增加了务工收入 ， 除了部分青壮年

外出务工外 ， 留守家里的劳动力在
承租的企业和大户打工年收入1.2万
元左右。 乐园村6组的冷世民， 流转
承包农田面积 7亩 ， 去年租金 4200
元， 惠农补贴945元， 姐姐、 姐夫及
本人就地打工收入3.1万元； 另外从
事机耕服务作业收入约1.7万元， 全
家年收入共5.8万元， 比土地流转之
前收入增加了一倍 。 草尾镇土地信
托流转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3%， 全
镇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8735元 ，
比上年增长20.5%， 是流转前2007年
的近两倍。 （下转6版）

———益阳市创新土地信托流转机制调查

放大土地权益 创造多赢效应
省委政策研究室调研组

2版

浓缩的世界
6版

长沙泔水油有了放心去处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走进两型社会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