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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1版③）罗文光告诉记者，每个警
务站半径范围为300米至500米之间，
24小时不间断防控，担负起疏堵、纠违、
巡逻等职责， 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便
捷。

近年来，湘潭大力加强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建设力度， 投入资金1300多万
元， 对城区28条主次干道的交通标识、
标线、 标牌进行了规划和设置， 招聘
300名交通协管员疏导交通，落实建设
北路延长线工程、广云东西路贯通工程
等，同时，完善市内主干道公交港湾及
站点和首尾场等设施建设，合理设置停
车泊位，确保道路顺畅。现在，记者走在
湘潭街头，看到车辆、行人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各行其道，交通管理全面提升，
交通畅通，无严重的阻塞现象。

把“两型”理念融入文明创建

“请大家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爱护
城市环境。 ”5月5日，在白石文化广场，
74岁的赖必应老人正在劝说游人。在湘
潭，还有很多像赖必应这样的环保志愿
者，他们以无私的奉献，为这座城市注
入新鲜活力。

自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两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湘潭
市抓住契机，把“两型”理念融入文明创
建的全过程。

2012年4月23日，湘潭马家河水质
自动监测站站房顺利通过省环保厅验
收。这是我省第一座完成建设验收的水
质自动监测站。该站能及时监控湘江水
质，为市民喝上清洁、安全的自来水上
了“第一道保险”。

长期以来，湘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
80%来自工业。 在文明创建的过程中，
湘潭市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染治理
问题，积极推进“两型”建设，坚决淘汰
落后产能。

近几年，全市共关闭150多家“五
小”企业，企业自备小火电机全部关停，
对竹埠港化工区等重污染区域实施退
出战略。同时，着力推进产业升级转型，
大力扶持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先进
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力推进
冶金、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技术
改造。 湘钢通过技术改造，形成了每年
约3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量， 高炉煤气
回收率达到99%，污染物合格排放率达
到96%。 通过改造升级，6大高能耗行业
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
值的比重由5年前的50%以上， 降到目

前的40%以下。
今年4月下旬，湘潭市委、市政府出

台《关于推进绿色湘潭建设的实施意
见》，提出到2015年，全市森林覆盖率
达46%以上，城市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达到10.5平方米；万元GDP综合能
耗累计下降17%等。

如今，在湘潭城区，随处可以看到
一片片绿地、一个个小游园。据介绍，全
市现有各类大公园8个、广场11个。而利
用空坪隙地建起来的街头绿地、小游园
更是多达近百处。

注重典型引导提升文明素养

人的素质是城市文明的灵魂，是文
明创建的根本所在。 在文明创建过程
中， 湘潭市大力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灵魂、 以红色历史文化为
底蕴、 以现代文明素质为特征的人文
精神， 持之以恒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注重典型引导， 让道德的力量内
化于心， 千方百计提升市民文明
素养。

2010年7月23日， 湘潭县龙
口乡村民谭志华在用油罐车给加
油站的油罐输油时， 油罐突然起

火。火情急剧蔓延，随时可能引发爆炸，
殃及附近的居民。 危急时刻，已被火苗
烧及全身的谭志华，强忍剧痛将油罐车
开出距加油站300米外的地方，避免了
一场爆炸危险。

引领着这座城市迈向文明的路上，
不止谭志华一位。 如今的湘潭，崇德向
善蔚然成风，涌现出一批道德楷模：“中
国女孩” 文花枝；“板凳妈妈” 许月华；

“向日葵”女大学生何平；“爱心爷爷”赵
在和……他们用善行义举感动着这座
城市，成为湘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品
牌。

道德需要传承，大爱正在传递。 漫
步街头，献血车里主动挽起袖子义务献
血的身影越来越多；开学的时候，贫困
生在“社会妈妈”的资助下顺利迈进大
学校门……如今，在湘潭，从一群模范
的感人垂范， 再到一座城市的集体向
善，道德力量的引领，正让文明之花灿
烂绽放。

（上接1版②）
省领导和老同志蔡力峰、何报翔、赖明勇、龙国键陪同考察或参

加相关活动。

（紧接1版①）要坚持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宗旨，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义利观和光彩精神，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深入推进“同心
工程”， 踊跃参与扶贫开发实践，热心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进一步拓
展光彩事业领域，不断创新优势特色载体，结穷亲、联万村，送温暖、
献爱心，推动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和谐，让光彩事业温暖社会的边边
角角，让人间大爱洒满湖南的山山水水。

启动仪式上，55家民营企业代表以举牌的形式向公众承诺，从
2013年至2018年将为光彩事业公益慈善捐赠12.167亿元，项目投资
55.6亿元。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
讯员 王国柱）5月7日傍晚，长沙市区突
降暴雨。 长沙电业局积极应对异常天
气，组织多支队伍马不停蹄地进行紧急
抢修。

当晚，开福区东风路、德雅路、福元
路等路面水位上涨， 许多配电间进水，
电力线路出现故障。雷雨恶劣天气还导
致藏垅II回、舟桥线、朝正垸线、中苗线、
圣爵菲斯I回先后发生跳闸故障， 东风
线、工农线发生接地故障。 长沙电业局
迅速组织抢修队伍分6个小组对发生故
障的线路进行查线及故障处理，对未造
成线路跳闸的专变用户配电间进水及
时进行故障隔离。 由于芙蓉路、三一大
道等主要通往抢修地点的交通干道堵

车严重， 抢修人员步行至抢修现场，通
过连夜紧急抢修， 并调整线路运行方
式，至8日12时，故障线路已全部恢复供
电。

据悉， 为应对5月上旬暴风雨恶劣
天气， 最大限度减少停电事件的发生，
长沙电业局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各级人员到岗到位， 领导24小时值班，
在长沙城区成立了5支400多人的应急
抢修队伍，并配足应急抢修物资，确保
抢修需要。同时，该局加强特巡，把可能
因暴风雨导致倒杆、断线的区域列为重
点特巡区域， 并对部分杆塔进行加固；
对5月7日暴风雨引起的设备故障全面
排查、修复，确保设备以最好的状况迎
接新一轮恶劣天气的到来。

暴
雨
中
的
考
验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田效金 陈苹）“开元路东四线位
置和星沙收费站有小车被淹， 人员被
困车内，请求立即支援。 ”5月7日20时
许，长沙县消防中队接到市民报警后，
紧急出动，抢救被困人员5人。

面对汛情， 长沙市消防支队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 成立了以支队军政主
官任总指挥的抗洪抢险指挥部， 全力
投入抢险救援行动中。

当日19时05分许， 开福区四方坪
金帆小区因大风袭击，导致一居民楼8
楼阳台上的遮阳棚悬挂在阳台外，随
时有掉下去砸到人的危险。 特勤三中

队接到命令后，出动8名官兵赶赴现场
营救，最终将棚子拉到阳台安全地点。

19时55分， 天心区书院路宝塔山
社区一处道路塌方， 金盆岭消防中队
立即出动， 经过近2个小时的有序疏
散，共疏散被阻拦群众98人。

19时53分， 芙蓉区紫东阁华天大
酒店附近小巷内严重积水，一些老人、
小孩被困，五里牌消防中队立即出动，
共营救出26名被困群众。

据统计，截至当天24时，长沙市消
防支队官兵共参与抢险救援55起，营
救被困群众100余人， 疏散群众1000
余人。

本报5月8日讯 （通讯员 施泉江
肖强 记者 何淼玲）7日下午， 一场突
如其来的暴雨降临长沙， 城区多条道
路遭受严重水涝影响， 加之正值下班
高峰期， 使本来就很拥堵的城区交通
环境更加恶化。 长沙公安交警支队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 加派勤务警员上路
指挥交通，疏导分流，为驾驶员尽可能
提供方便，涌现出很多感人场景。

一中队民警黄文灿在八一路迎宾
路口进行疏导时，全身湿透。 一个路过
的市民看到这一情景， 坚持要站在路
中间为他打伞，黄文灿连说谢谢。 为了
这位市民的安全， 黄文灿硬是将其
“推”到了路边。

二中队的唐卫中、 八中队的杨哲
等中队干部冒着暴雨、打着赤脚，在路
口疏导交通， 为了劝导驾驶员绕道积

水路段，他们嗓子都喊哑了，直到晚上
10点多，在连续坚守近6个小时，道路
基本恢复正常后， 他们才在岗亭吃了
一点盒饭。

下午5时许， 因雨量太大， 营盘
路过江隧道内出现积水， 为确保安
全， 隧道管理部门临时对其进行了关
闭。 由于受到隧道临时关闭影响， 银
盆路由北往南方向迅速积聚了大量车
辆， 部分驾驶员乱挤乱插、 越线占用
对向车道， 使道路拥堵情况更为加
剧。 为加快对拥堵车流的疏导， 九中
队中队长李立、 指导员罗江立即带领
中队民警冒雨在潇湘大道咸嘉湖路口
及黄泥河路口指挥疏导， 雨水渗过雨
衣浇透了全身， 可他们全然不顾， 确
保了辖区交通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
通行。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陈永刚 ）
从6日开始， 长沙市1500余名市政工作
人员全员上路， 疏浚排水管网， 全天值
守积水路段。 市政部门提醒市民， 如果
您遇到积水堵点， 可拨打长沙市城管部
门热线电话0731-88665110。

长沙市城管局负责人介绍， 造成
路面积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因
为雨量大而集中。 由于目前长沙大部
分的排水管道是根据一年一遇的降雨
强度设计建设的， 重要地点如立交

桥、 车站、 机场等重要建筑则是5年
一遇。 当遇到集中的大雨时， 确实存
在“排不赢” 的现象， 一些排水管里
的水甚至会逆流涌出； 二是建筑垃圾
添堵， 导致排水受阻； 三是断头管网
影响排水。

该负责人表示， 近期市政部门除
了常规的疏浚、 更换超负荷管道外，
还将在暴雨期间安排专人巡查值守，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保证市民出行安
全。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陈永刚）
继昨晚8时在全市范围启动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之后， 今天， 长沙
市防指又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各
区县 (市 )及市防指成员单位紧急
动员， 全力抓好当前防汛抗灾工
作。 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城区防涝
排渍， 城管部门和有关涉水单位
要切实做好城区堵头堵点疏浚和
整改。

5月6日20时至7日20时，长沙全
市平均降水量达81.2毫米，其中暴雨
69站，大暴雨24站，最大降雨量出现
在宁乡县沙田乡168.6毫米， 并伴有
强雷电及局地短时雷雨大风天气。
长沙市气象台副台长喻语芝介绍，
从8日到9日， 长沙仍将维持阴雨天

气，预计从8日下午开始，长沙城区自
西往东将再迎来一次降雨过程。

面对严峻形势， 长沙市防指要
求， 气象、 水文等部门要密切关注
天气演变， 滚动作出预报， 科学指
导抗灾。 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
御， 特别关注山丘区降雨集中区，
为提前转移、 躲灾避灾第一时间提
供预警信息。 排水部门要及时启动
排渍泵站； 水管单位要根据外河水
位高低和降雨情况及时开启和关闭
闸门； 交警部门要及时组织受渍区
域的交通疏导。

长沙市防指负责人表示， 对因
工作不力、 措施不到位， 导致防洪
安全事故者，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追究责任。

今天仍有大雨
10日整体雨势

减弱，11日天气转好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谭萍） 大雨滂沱， 6
日以来， 三湘大地出现大范围
降水天气。 气象预报称， 9日省
内仍有大范围强降水出现， 11
日后天气转好。

据省气象台最新消息， 9日
冷空气南下， 湖南除降雨外，
还伴有雷雨、 大风、 冰雹等强
对流天气； 10日整体雨势减弱；
11日至12日天气转好， 早晨有
大雾须防范。 气象专家提醒， 5
月开始湖南进入主汛期， 强降
水过程增多， 各地需加强防御
强降雨引发的滑坡、 泥石流以
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施泉江）连日来，长沙城区连
降暴雨，部分道路积水严重形成内涝，
给广大市民尤其是驾驶员朋友出行造
成安全隐患。今天，长沙交警部门公布
了长沙城区道路易涝路段， 提醒驾驶
员朋友提前避开以下易涝路段。

岳麓区： 银盆路与岳麓大道交
会处的银北转盘路段；开福区：三一
大道马栏山涵洞、 波隆立交桥东往
西路段、芙蓉路福元路口路段；芙蓉
区： 人民路京港澳高速桥下； 天心
区： 新开铺路段铁路桥下、 雀园东
路、南二环兴威华天大酒店前桥西、

劳动路白沙路口；雨花区：劳动东路
树木岭立交桥东往东调头匝道；星
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板仓路通程商
业广场路段、 漓湘路明城国际大酒
店前路段、 星沙大道的华天铝业路
段、盼盼路的107国道辅道处、金茂
路的京港澳高速车行涵洞等处。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叶和阳 黄振）昨天晚上，平江县普
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12个乡镇
不同程度受灾。 该县出动冲锋舟、 橡皮
艇，成功转移受灾群众120多人次，解救
被困群众100余人，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昨晚19时至
21时， 汨罗江城关段水位在22时30分
超过警戒水位。 县委书记王洪斌，代县
长谢春生等连夜冒雨到受灾最严重的
城关镇驷马桥石鼓洞、西街曲池路等地
现场指挥解救被困群众。县防指迅速调
集340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水库和
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防守；安监部门责
令所有矿山企业全面停产，作业人员全
部撤离。

5月7日， 长沙市福元西路与车站北路交汇处， 消防官兵将涉水熄火车内的
乘客背出。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上图： 5月7日晚， 长沙市湘春路段积水很深， 市民涉水前行。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长沙电力 连夜抢修恢复供电

长沙市防指下发紧急通知

疏浚和整改城区堵头堵点

5月8日夜， 株洲市突然下起雷暴雨， 闪电划破夜空。 朱少培 摄

长沙消防 营救被困群众百余人

长沙交警 确保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通行

长沙市政 全天值守积水路段

平江出动
冲锋舟救人

长沙公布城区道路
易涝路段

右图： 5月8日上午8时， 湘江长沙站水位逼近30米， 达到29.25米，
比前一天8时水位上涨0.58米。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