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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本 报 8月 7日 讯 （记 者 田 甜 ）
“生产生活还有什么困难？ 希望党委
政府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对我们的工
作还有什么意见？” 今天上午， 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沅
陵县借母溪乡走村入户， 了解当地群
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听取乡亲们的意
见建议。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韩永文一
同走访听取意见建议。

一大早， 徐守盛一行便来到洪水
坪村符桂珍家。 77岁的符桂珍曾是劳
动模范， 家里有好几位党员。 徐守盛
笑着说： “您家可以成立一个‘家庭
党支部’ 了。” 符桂珍介绍， 借母溪
山水好， 这几年旅游发展得不错， 家
里的日子也渐渐宽裕些了， 家里正盘
算着开一家“农家乐”。 “希望你们
家生活越过越好， 越过越幸福。” 徐
守盛勉励乡亲们靠勤劳的双手、 智慧
的头脑来发家致富。 临别时， 符桂珍
老人拉着徐守盛的手说： “希望你们
建设一个美好幸福的湖南！” “好，
您跟我们提出了要求， 我们一定把工
作做好。”

村民田仕月一家日子过得并不宽
裕， 子女长期在外打工， 丈夫因病双
目失明， 她一人打理着家中的农活和
家务。 徐守盛与她拉起了家常:“孩子
们孝不孝顺？ 多久回一趟家？” “孩
子们也还孝顺， 就是很少回家。” 眼
下， 徐守盛最关心田家喝水有没有问
题。 田仕月打开堂屋门前水龙头， 清
澈的水流了出来。 她告诉省委书记，
扶贫工作队和村里已经帮家里免费牵
了管道， 从山上引来泉水。

徐守盛对老人说： “生活上遇到
的大小困难， 都可以跟乡村干部讲。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您。 只要子女
孝顺， 身体好， 生活好， 我们就为您
高兴。”

随后， 徐守盛来到省委办公厅驻
洪水坪村扶贫工作队驻地， 详细察看
了工作队员们的工作生活环境。 新一
届工作队驻村5个月来， 积极解决当
地群众饮水难、 用电难等问题， 帮助
发展茶叶、 蜂蜜等特色产业， 得到了
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徐守盛勉励工
作队员牢记嘱托、 不辱使命、 扎实工
作， 发扬历届扶贫工作队的好经验、
好作风、 好做法， 多和乡亲们交心，
多为乡亲们办实事、 解难题。

在洪水坪村村部， 村支书田秋生
向徐守盛反映， 村里面留守老人和儿
童较多， 老人无人照料， 儿童教育也
存在问题。 “村干部要针对存在的问

题多做些思考， 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
法。” 徐守盛给村支书支招： 可以利
用村部的活动室， 动员当地退休教
师、 干部参与， 组织留守老人和儿童
开展一些活动， 让他们的生活更丰
富， 充分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发展养蜂业多年的借母溪乡， 过
去农户自产自销， 单打独斗， 销路不
稳， 产业起色不大。 前几年， 从广东
回乡创业的村民杨志军发起组建了养
蜂专业合作社， 对蜂蜜统一购销， 销
路一打开， 50多户参与的农户都从中
受益。 “请您尝尝我们纯天然的蜂
蜜。” 在村部旁的合作社， 徐守盛品
尝了一口蜂蜜水后点头称赞： “拉动
农村经济发展， 需要你这样的能人。
发展特色产业要凸显当地生态优势，
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 扩大品牌影
响， 让产品具有生命力。”

村民曹义生家在村子里的一座山
包上， 徐守盛来到这里， 与10多位村
民围坐在一起， 听取大家对抓扶贫、
奔小康的意见建议。

“乡亲们在想什么、 盼什么、 需
要我们帮什么？ 当前正在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大家对省 、 市、
县、 乡几级党委政府还有什么意见？
请大胆地提， 说真话。”

听到省委书记的鼓励， 村民们纷
纷发言。

“能不能帮我们把借母溪上的桥
修好， 既方便大伙出行， 对发展旅游
也有帮助。” “现在村里老人多， 能
不能在村里也建一个关怀老年人的组
织？” ……围绕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
设、 农网改造、 发展生态农业等问
题， 村民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徐
守盛认真记录， 不时与乡亲们交流。
他要求省直相关部门和市、 县、 乡各
级负责人， 对老百姓提出的意见建议
认真研究， 能解决的尽快解决。

“像我们这样比较贫困的村， 要
和全国、 全省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难
度还很大， 但有党的坚强领导， 只要
把广大群众组织、 动员起来， 充分发
挥群众的积极性， 创造性， 就没有解
决不了的困难和问题。” 座谈中， 徐
守盛说， 小康等不来、 要不来， 靠不
来， 不仅要有好的政策， 还要靠乡亲
们自身努力， 形成强大的合力来攻坚

克难。 要在全省上下形成统一认识，
把抓扶贫、 奔小康的要求和阶段性目
标宣传到每家每户， 让每一个老百姓
都了解小康的任务和目标， 形成建小
康、 奔小康的自觉意识。

徐守盛强调， 抓扶贫、 奔小康要
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要立足本地资源
禀赋， 明确好的发展思路， 科学合理
制定规划， 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 以产
业发展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 要充分
整合村级可利用的资产资源， 依托致
富能人和打工能手， 大力培育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 带领群众走出一条符合
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子。

“村看村， 户看户， 农村富不
富， 关键看支部。” 徐守盛指出， 抓
扶贫、 奔小康， 关键要有一个好支
部。 希望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
党支部书记， 不辜负党的重托， 不辜
负人民的期望， 自觉担当责任和使
命， 带头提升能力， 带头发展致富，
带头服务群众， 带头促进和谐， 带头
清正廉洁， 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共
同奔小康的路上当好“领头雁”。

本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欧阳建勋 周聪颖

盛夏售粮高峰， 粮农满怀渴盼：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收， 好的年成能
否腰包更鼓？

人努力， 天帮忙。 今年我省早稻
普遍均衡增产， 但与去年相比， 种粮
成本增高， 市场粮价却低于粮农预
期。 为确保粮农的生产积极性， 我省
适时启动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 让新粮价格稳定在合理水平。 几
乎同时， 全省粮食系统落实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 千名干部下
到收储库点， 服务早稻收购。

粮农， 养天下之人； 中国要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就不能让粮农
吃亏。 省粮食局局长张亦贤说： “粮

食系统的每一个干部职工， 都要把粮
农的生计挂在心头， 让粮农交上‘满
意粮’。”

早稻丰收， 国家托市
今年的早稻， 无论湘中的衡阳盆

地， 还是湘北的洞庭湖平原， 均获丰
收。 相关部门统计， 今年我省早稻面
积2189万亩， 比上年增加52万亩； 由
于今年栽插时间比去年提前3至4天，

生长期总体气候条件较好， 早稻单产
水平有所提高， 预计单产每亩383.75
公斤， 略高于去年； 全省早稻总产达
到840万吨， 比去年增加21.3万吨；
商品量较去年有所增加， 预计商品量
达500万吨以上， 早稻收购总量达到
300万吨， 创近年新高。

虽然早稻喜获丰收， 市场粮价却
低于农民的预期。 去年下半年以来，
受进口低价大米冲击、 夏粮普遍丰收

等多种因素影响， 市场粮价一直低
迷。 今年早籼稻谷新上市之时， 市场
价每50公斤120元左右， 低于去年。

“一季早稻生长期120天左右，
辛苦劳作在田间， 农民到手的收入
有几多？” 宁乡县灰汤镇种粮大户
罗玉林算账， 虽然今年农药化肥价
格涨幅不大， 但人工成本大幅上
升， 早稻生产成本每亩比去年增加
50元。 （下转15版①）

【人物档案 】 欧阳恒 ， 男 ， 74
岁， 中共党员，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医生。

欧阳恒近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
点， 与一张照片有关。 照片中， 他
面戴氧气罩， 神情消弱， 却仍为来
访病人翻写病历。 照片一入网络 ，
迅速于媒体间传播。 然而， 医者仁
术， 大医精诚， 岂是一张照片可以

尽述？
作为儿子， 欧阳京安说， “他

不顾自己的身体， 坚持为病人把脉
治病”； 作为学生， 向丽萍说， “他

毫不保守， 把自己一生的知识积累
毫无保留传授给每一个学生”； 作为
同事， 杨志波说， “他对待病人的
态度让我们敬佩”。

早在2009年， 欧阳恒身染肺气
肿， 入院休养， 而来访求医者仍不
断 ， 远至北京 、 哈尔滨 ， 甚至国
外。 （下转15版②）

千名粮食系统干部下到收储库点， 全力服务早稻收购； 与此同
时， 省粮食局“走出去” 搞好产销对接， 确保稻谷销路畅通———

粮农交上“满意粮”

本报8月7日讯（记者 柳德新）
省水文局今天发布的 《近期全省
雨水旱情概述》 表明， 今年以来，
全省累计平均降雨794毫米， 较历
年同期均值997毫米偏少20.3%；
6月1日以来， 全省平均降雨208.2
毫米， 较历年同期均值351毫米偏
少40.7%。 后期若无大范围高强
度降雨， 对我省来说， 今年极可
能又是一个枯水年份。

省水文局副局长宁迈进介绍，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省迎来一个
持续至今的“枯水周期”。 2000
年至2012年的13年间 ， 我省仅
2002年、 2010年、 2012年降雨量
较多年均值1450毫米偏多， 其他
10年降雨量均偏少。 其中， 我省
2002年平均降雨量最多， 达1735
毫米； 2011年降雨量最少， 仅
1051毫 米 ， 比 多 年 均 值 偏 少
27.5%。

“枯水周期” 呼唤全民节水，

特别是大力推广农田节水技术。
专家认为， 改种旱作、 发展秋粮、
秋菜都需要充足的水源， 在旱情
较重的情况下要注意节水耕作。
稻田改种要以免耕抢种为主， 播
种前土壤要保持湿润状态， 分厢
开好三沟， 做到沟沟相通； 播种
时以开沟条播或挖穴点播为主，
并辅以浇水播种， 确保出苗。 播
种出苗后要根据土壤湿度及时浇
水， 防止土壤脱水。 要积极发展
设施栽培农业， 扩大地膜覆盖育
苗、 塑料大棚的应用范围， 减少
水分蒸发。 逐步推广滴灌、 喷灌、
微灌、 渗灌、 膜下暗灌等节水技
术，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在干旱
季节， 要选育和种植耐旱品种，
同时使用抗旱化学药剂， 抑制蒸
发， 增强作物的抗旱能力。 在种
植双季稻的地方， 将双季稻全期
供水改为合理灌溉， 发展节水高
效农业。

最近13年来，我省有10年平均降雨量偏少

“枯水周期”呼唤全民节水

本报8月7日讯 （通讯员 刘小
平 童立新 记者 李伟锋） 地处湘
江上游的东江水库， 日前按省防
指指令， 将其下泄流量由平常的
每秒50立方米左右， 加大至每秒
不低于130立方米， 缓解湘江中下
游地区抗旱用水困难。

根据省防指命令，东江水库从
8月5日至10日， 以加大发电流量
方式为株洲航电枢纽补充水量，确
保该航电枢纽保持正常蓄水量，缓
解衡阳、株洲等地旱情。水情调度
信息显示， 东江水库水位已从7月1日
的279.2米，下降至目前的277.76米。

东江水库加大下泄流量
缓解湘江中下游地区抗旱用水困难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陈永
刚 通讯员 易娟 张治国） 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长沙市“优化经
济发展环境” 收费专项检查工
作会议上获悉， 为进一步减轻
企业和群众负担， 长沙市将重
点对公共服务领域的乱收费行
为开展专项检查。

这次专项检查的对象主要
为全市有收费职能的部门和单
位； 检查内容为2012年1月至

2013年6月期间开展的价格和
收费行为， 具有连续性、 重大
性的乱收费行为将追溯到上一
年度； 重点检查国土 、 建设
（含规划、 房管）、 环保、 水利、
公安 （含交警、 消防）、 人防等
部门和供水、 供气等公用事业
单位， 对情节恶劣、 性质严重
的乱收费案件， 将采取通报批
评、 公开曝光、 查处案件、 严
格追责等方式进行严肃处理。

长沙严查
公共服务领域乱收费

本报8月7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冷婷 ） 记者今日
从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
至今年底前， 我省外贸企业的
出口货物， 可在检验检疫机构
免费申办原产地证书。

据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介绍， 为降低企业出口成本，
进一步促进外贸增长， 国务院
办公厅近日出台了促进外贸发
展的十二条措施。 根据措施，
从8月1日至12月31日， 在检验
检疫机构申办原产地证书， 注
册费、 签证费及证书工本费全
免。

“这可为企业省几万元的

成本。” 长沙东汇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正明透露， 以
往企业每出口一单货物， 就要
申办一次原产地证书， 花费近
百元。 “预计下半年订单会增
加， 可节省较大成本。”

据介绍， 出口货物办理原
产地证书， 是在目标国办理
通关手续的需要。 给予我国
产品优惠关税待遇的国家，
还可凭该证给予我国产品进
口关税减免的待遇 。 如 ， 凭
中国-东盟自贸区优惠原产地
证书， 中国出口至东盟的九
成以上产品 ， 均可享受进口
国零关税待遇。

企业可在检验检疫机构
免费申办原产地证书

优化经济环境 促进湖南发展

相关报道见6、7版相关报道见6、7版

奥巴马取消与普京既定会晤

———黑牛饲养员的一天———衡邵干旱走廊抗旱直击

众志成城伏旱魔 双峰
“第一井”

徐守盛在沅陵县借母溪乡走村入户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抓扶贫奔小康
要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8月7日，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到沅陵县借母溪乡洪水坪村走访， 与村民符桂珍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欧阳金雨

8月6日， 省委书记、 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到怀化考察
调研， 当晚夜宿沅陵县借母溪乡
与乡村干部 “聊天”。 在交谈中，
徐守盛说： 这次来也是想问计于
基层干部 ， 了解你们在想什么 、
干什么、 盼什么。

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正在全省有序推进。多下基层走访
调研、深入群众了解民情，固然是
活动的重要环节，同样，了解基层
干部的情况，也是开展教育实践活
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被称为 “全负荷运动员、 全
天候办事员、 全科型服务员” 的

乡镇基层干部 ， 身处执政一线 ，
直接面对群众 、 直接面对诉求 、
直接面对矛盾， 他们是党联系群
众的重要纽带 ， 起着上情下达 、
下情上递的关键作用。 多了解他
们的现状 、 多倾听他们的心声 、
多关切他们的烦恼， 是 “眼睛向
下”、 走群众路线的应有体现， 也
是夯实基层组织、 提升党建科学
化水平的重要内容。

正所谓 “郡县治， 天下安”。
问政于基层干部、 问需于基层干
部、 问计于基层干部， 如此， 中
央、 省里的政策就能更好地落地
生根， 更好地造福于民。

问计基层干部是走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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