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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柳德新）8
月20日以来， 我省局部地区发生强降
雨过程。省防指坚持蓄泄兼顾方针，科
学调度水库， 化解防洪与蓄水的双重
压力。

22日16时，国家防总对湖南等地启
动防御第14号台风“天秤”和第15号台风
“布拉万”Ⅲ级应急响应。由于“天秤”逐

渐向台湾南部沿海靠近，伴随其强度的
逐步加强， 将对我省天气带来影响。与
此同时， 我省受局地强对流天气影响，
局地突发性强降雨也不断发生。20日8
时至22日8时， 湘西北地区及湘南部分
地区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降雨主
要集中在澧水流域的石门县、 澧县、桑
植县、 慈利县及湘水流域的常宁市等

地，全省有273站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
其中53站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石门县磨
市镇南岳站降雨量最大，达325.5毫米。

针对全省降雨不均的现状，省防指
加强观测、强化调度，对不同区域分类
指导。对强降雨地区，加大防洪调度，调
整发电方式，错峰拦洪，确保不超汛限
水位，目前全省所有大型水库水位均在

汛限水位以下；对降雨偏少地区，加大
蓄水调度，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在此次
强降雨过程中，皂市水库流域平均降雨
110.3毫米， 并于21日7时出现入库洪
峰。 省防指加强对皂市水库的实时调
度，及时加大发电出力，通过满负荷发
电调蓄洪水。22日8时，皂市水库坝前水
位130.8米，较汛限水位低9.2米。

� � �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柳德新）
据省防指今天发布的消息，8月20日以
来，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暴雨袭击，各地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5797人。

此次降雨强度大，降雨时间短而且
相对集中。受暴雨影响，我省一些地方
暴发山洪，溪河洪水陡涨。邵阳市新宁

县、常德市石门县、张家界市永定区、永
州市祁阳县、 自治州永顺县等5个市州
13个县（市、区）116个乡镇29.7万人受
灾。石门县有14座小型水库溢洪，该县

磨市、雁池等乡（镇）电力、交通、通讯一
度中断，雁池乡因灾死亡2人。

各地积极抢险救灾。 石门县发生灾
情后，由于公路中断，组织乡镇、村组干部

徒步2公里， 在凌晨6时赶到房屋坍塌现
场，迅速组织救援工作。永州市冷水滩区
凤凰园等地出现险情后， 副市长舒平迅
速赶赴现场，并调集专业队伍排渍抢险。

尤翕然

8月21日，北京大学前经济学
教授邹恒甫在实名微博上爆料 ，
称北大院长、 教授和系主任奸淫
餐厅服务员， 北大内酒店服务生
走后门上北大学位班。 北京大学
新闻发言人蒋朗朗回应称 “绝无
此事”，并表示学校将保留追究邹
恒甫诋毁或诽谤的权利 。（8月22
日 《北京晨报》）

论争虽然起源于微博上的只
言片语， 但能引发如此规模的波
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事双方身
份的特殊性。 一个是北大前教授，
一个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这场争
辩，注定是对高校职员学风和作风
的拷问。回顾近几年，北大似乎频
繁地被牵扯进饱受争议的话题中，
从孔庆东“三妈的”事件，到这几天
禹晋永“兼职教授”作假风波和关
注度极高的“奸淫服务员”疑云，北
大清誉受损已成事实。

邹恒甫举报北大个别教授生
活不检点，是其权利，但依法只能
向公安机关或北大举报， 其言语
的不够准确性以及发表地方的欠
妥， 影响了他作为知名学者的形
象 ；北大3小时内就作出 “绝无此
事”的彻底否定，很难让人相信经
过了仔细的事实调查， 回应显得
过于草率。

就如一位微博网友的感慨：“个
体的不幸终将酿成集体的不幸，就

如原子的激烈振荡将会产生核爆一
样……甚至连无关紧要的人也卷
入其中。”微博为传播提供了一个平
台，但也可能成为谣言的温床，种种
质疑早已越过事件及当事人本身，
更多的矛头指向了北大。

批评的声音很尖锐， 但没有
人愿意北大背上莫须有的罪名 。
截至目前， 对邹恒甫没有任何确
切证据支撑的强势爆料， 北大只
是弱弱地表示保留追究的权利 。
个人受到质疑可以选择清者自清
式的沉默， 但北大不只是一个名
称， 所要保护的是历史和人民赋
予的形象。面对攻击和质疑，北大
不应被谁 “代表 ”敷衍了事 ，需纪
检法齐上，若证明是诽谤，则严肃
打击造谣者，若举报为实，害群之
马不能姑息。对邹恒甫而言，法律
上有 “谁主张谁举证 ”一说 ，口说
无凭，只有“猛料”没有“实料”，终
究上不得台面。

只有观点没有论据， 邹恒甫
逃不了捕风捉影之嫌； 单单质问
邹恒甫的 “居心 ”，北大也难以自
证清白。 正如蔡元培先生说过的
一段话：“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
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
社会所訾詈，已虽现行矩步，亦莫
能辩， 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场
面越是喧嚣，越要激浊扬清，坚守
自己的原则和初衷。

北大清誉受损，由谁埋单？舆
论最终只会臣服于真相。

化解防洪与蓄水的双重压力
省防指蓄泄兼顾调度水库

部分地区遭遇暴雨袭击

� � � � 8月23日， 由团省委主办的 “青春有约·缘来是你” 七夕节青年联谊活动在
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来自机关、 学校、 医院等不同单位的160多名单身青
年， 在浪漫而欢快的气氛中过节。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李宁 摄影报道

北大清誉受损， 由谁埋单

� � �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郑亚邦 ） 今天 ， 全省廉政
文化建设现场推进会在长沙举行 。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黄建国出席
并讲话。

黄建国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省
廉政文化建设的成绩。 他说， “制
度使人不能腐败， 文化使人不想腐
败 ”。 建立健全教育 、 制度 、 监督
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反腐
倡廉建设的战略目标 。 教育是基
础， 也是预防腐败的重要环节， 要
努力营造一种浓厚的廉政文化氛
围， 将廉洁融入各项事业， 让廉洁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 一种社会风
尚。

黄建国指出， 推进廉政文化建
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不断地进
行宣传动员 ， 凝聚方方面面的力
量， 形成整体合力。 要深入宣传廉
政文化的深刻内涵， 深入宣传廉政
文化与干部群众权益的密切关系 ，
消除部分群众廉政文化 “与我无

关” 的模糊认识， 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廉政文化建
设 。 要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针对
性、 实效性。 全省已命名了两批共
40个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和47个廉政
文化建设示范点， 要把廉政教育基
地和示范点建设成为广大党员干部
接受廉政教育的阵地和广大群众培
养廉洁意识的场所。 要拓宽廉政文
化建设的工作思路和领域， 把廉政
文化创建活动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
结合、 与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机结
合 、 与纪检监察各项工作有机结
合。 要进一步增强精品意识， 抓好
廉政文化精品工程， 抓好廉政文化
产品的传播， 积极运用数字、 网络
等现代传播手段 ， 构建技术先进 、
传播快捷、 覆盖广泛的廉政文化传
播平台 。 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
健全廉政文化建设工作制度机制。

会上， 命名了全省第二批19个
“湖南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 和26
个 “湖南省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

� � � �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陶海
音） 今天上午 ， 湖南省页岩气开
发有限公司在长沙隆重举行揭牌
仪式， 这是继今年2月省政府与中
国华电集团公司签署 《页岩气开
发利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后 ，
我省与华电集团深度合作共谋发
展的又一重要成果 ， 是我省能源
建设史上的一大盛事 ， 标志着我
省页岩气开发利用迈出了实质性
步伐 。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 、 中国
华电集团副总经理邓建玲 、 中国
工程院院士何继善等有关领导 、
专家出席揭牌仪式。

于来山在致辞中指出，能源是
经济发展的血液，是社会生活的命
脉 ，湖南无油 、缺煤 、少电 ，资源禀
赋先天不足，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
57%。页岩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
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在我省拥有丰
富的资源潜力和良好的开发前景，
何继善院士曾5次上书省政府呼吁
加快我省页岩气的开发利用。据勘
探，我省页岩气储量约为9.2万亿立
方米， 预计占全国储藏量的10%以

上 。页岩气的全面开发 ，必将给能
源领域带来一次崭新的革命，将有
效缓解我省能源短缺局面，对大力
推进 “气化湖南 ”、加快建设 “四化
两型”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于来山要求全省各地和有关部门，
全力支持华电集团在湘的页岩气
开发 ，主动提供优质服务 ，为页岩
气的开发利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

在揭牌前 ， 于来山与邓建玲
亲切会谈 。 于来山代表省政府感
谢华电集团对湖南经济建设特别
是能源建设方面的大力支持 。 他
指出 ， 湖南是经济大省 ， 人口大
省 ， 也是能源需求大省 ， 能源问
题已经成为制约湖南发展的重要
瓶颈 。 于来山表示 ， 湖南省政府
将全力支持华电在湘开发页岩气，
支持华电集团在湖南更好更快发
展 。 邓建玲感谢湖南省政府长期
以来对华电集团的大力支持 ， 华
电集团将加大页岩气开发利用的
力度 ， 加快建设进度 ， 确保湖南
省页岩气开发今年年底出气。

� � �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陶小爱 通讯员 游岸） 今天， 长沙
市召开首次全市旅游发展大会， 全
面部署 “旅游强市” 战略， 打造世
界旅游目的地。 省委常委、 长沙市
委书记陈润儿出席会议。

自2009年以来， 长沙市委、 市
政府坚持把旅游业作为长沙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工程、 精品工程、 形
象工程、 民生工程的 “四大工程 ”
来抓， 跳出旅游抓旅游， 创新思路
谋旅游， 转变方式做旅游， 促使旅
游经济实现了量的突破和质的飞
跃。 2011年， 长沙市共接待国内外
游客6013.6万人次 ， 实现旅游总收
入582.85亿元， 旅游总收入占全省
的40%， 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名列第
7。 预计今年该市旅游总收入将突

破700亿， 接待游客达7100万人次，
入境游客达100万人次。

会议围绕旅游强市战略做出了
部署 ，确立了 “三大目标 ”：“培育千
亿元产业 ”，到2015年 ，全市旅游总
收入超过1200亿元， 接待国内外游
客达1亿人次 ；“建设旅游强市 ”，到
2020年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
10%，占服务业增加值的20%；“打造
世界旅游目的地”，努力把长沙建设
成全国现代旅游服务业示范城市和
世界旅游目的地。 部署了实施精品
战略、 推进产业融合、 加大设施建
设、注重城市营销、加强综合管理五
大任务。同时出台了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部门联动、完善配套政策、加大
财政投入、建立奖励机制、实行目标
考核等六大保障措施。

� � �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肖军）今天
上午，怀化市政府与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中医药研究院、 湖南兴湘投资控
股集团举行共同推进怀化中医药产业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葛产品研发
中心授牌仪式。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肇
雄，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出席仪式，并
为葛产品研发中心授牌。

怀化有“江南药材之乡”的美誉，全
市已知中药材有270余科、1909种， 其中
重点药材175种，占全国重点品种总数的
66.9%。年产（藏）量达769万吨。中药材品
种、产量及质量均居全省第一。为更好地
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怀化市政府与湖南
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研究院、湖南兴

湘投资控股集团充分协商，达成了共同
推进怀化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合作协议。
合作各方将以怀化现有100多个中药材
基地和中药材加工企业为基础，通过5至
10年努力，建设以怀化为中心、覆盖周边
5省（市、区）的中药材种植、交易、研发、
加工、物流、配送基地，把怀化打造成为
“湖南西部中药谷”。

陈肇雄在签约仪式上指出， 这次
签订战略协议， 共同推进怀化中医药
产业发展、打造“湖南西部中药谷”，是
合作各方推进优势互补、 实现合作共
赢的客观需要， 是深化我省中医药产
业产学研联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他要
求合作各方全方位落实合作协议内

容，高效率推进合作项目建设，努力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建设一批
特色产业基地， 打造一批知名产品
品牌， 加快推动我省由中药材资源
大省向中医药经济强省转变。

� � � �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刘晓军 李剑 黄永勇 )
走进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 体验南方航空公司动力机
械作业流水线 ；感悟集文化 、旅游 、
商业于一体的神农城人文景观……
8月22日下午 ， 省军区将 “赞颂科
学发展成就 、 忠实履行历史使命 ”
主题教育活动的课堂搬到了株洲 ，
引导官兵在驻地发展变化中吸取奋
进力量， 激发履职尽责、 精武强能
的动力。 省军区领导黄跃进、 李有
新、 陈长寿、 姜英宇参加了活动。

株洲是红色热土 、 革命老区 。
新世纪以来， 该市经济社会发展迅
速 ， 国民生产总值连年大幅增长 ，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唐人
神集团、 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等
大型企业成为湖南乃至全国企业耀
眼的明星 。 今年2月 ， 省军区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 省军区党委敏锐地
意识到 ， 地方经济建设成就巨大 ，
科学发展成就辉煌， 这是开展主题
教育活动的宝贵资源。 为此， 省军
区在搞好授课辅导、 体会交流的基
础上， 充分利用社会大课堂的教育
资源， 组织官兵走出军营， 走进株

洲市龙头企业和高新园区， 参观城
市人文景观、 科技园区， 到社会大
课堂去感受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
化。 通过边走边看、 与企业员工座
谈、 对话等形式， 官兵们在身临其
境中领悟了党的伟大， 加深了对改
革发展成就的了解， 进一步增强了
听党指挥的坚定性
和自觉性。

黄跃进 、 李有
新表示 ， 除了让机
关的同志深切感受
株洲经济社会发展
的辉煌成就外 ， 更
重要的是把社会大
课堂变成坚定官兵
理想信念的 “活教
材”， 充分利用部队
驻地经济飞速发展
这个资源 ， 运用改
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对部 队 进 行 教 育 ，
把地方先进的理念、
优良的作风带回省
军区部队 ， 推动省
军区部队各项事业
的发展。

� � � �舆论只会臣服于真相。只有观点没有论据，邹恒甫逃
不了捕风捉影之嫌；单单质问邹恒甫的“居心”，北大也难
以自证清白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我省能源建设史上的一大盛事

湖南省页岩气开发有限公司揭牌
●于来山要求全力支持华电在湘开发页岩气
●华电表示将加快进度确保今年年底出气

黄建国在全省廉政文化建设现场推进会上指出

让廉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长沙全面部署“旅游强市”战略

合力打造“湖南西部中药谷”
政府、高校、企业共推怀化中医药产业发展

� � � �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人武部在训练间隙组织民兵开展政治学习。 该
部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 坚定民兵的政治信念， 提高思想认识
和国防意识。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邱爱国 摄影报道

省军区利用驻地社会资源深化主题教育

社会大课堂成官兵“活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