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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田甜）
8月6日至8日，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深入到怀化市沅陵
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的乡村、 城镇，
走村入户听民声， 实地考察抗旱救灾
工作， 调研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
扶贫工作情况。 他强调， 当前要全力
以赴抓好抗旱救灾工作， 统筹抓好经
济社会发展， 抢抓机遇， 合力攻坚克
难， 促进贫困地区又好又快发展， 加
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韩永文参
加考察调研。

怀化是全省的重旱区之一， 特别
是一些高海拔偏远山区的农田灌溉、
人畜饮水非常困难。 在沅陵县借母溪
乡教家坪村， 徐守盛一行走过几近断
流的小溪爬上山坡， 察看水稻受灾情
况。

几台机器正把残余的溪水抽进稻
田， 暂时保住了周边的500亩水稻。
村干部告诉徐守盛， 除了这片稻田
外， 村里其他几百亩水稻绝收了，
“借母溪” 如今成了“抗灾泉”， 但村
民们喝水暂时没有问题。 徐守盛叮嘱
当地干部： 当前要重点保人畜饮水，
要做好抗长旱、 抗大旱的准备。

得知村里发动乡亲们互相帮衬，
哪家有困难， 大伙一块都来帮忙。 徐
守盛说， 群众平时各忙各的， 找干部
的时候不太多， 但遇到这么重的旱
灾， 正是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基
层干部一定要在关键时刻发挥好作
用。

通道临口镇旱情十分严重。 临口
镇江寨村的902亩水田， 有670多亩受
灾。 来到村里， 徐守盛走进干裂的水
田， 已经抽穗的水稻面临失收， 旱情
更重的稻田里禾苗已经枯败。 村支书
介绍， 附近的田地原本靠溪水灌溉，
如今溪水断流， 再不来雨， 这片田肯
定救不了了。 得知当地一直在设法人
工增雨， 徐守盛说， 气象部门要严密
监视天气情况， 一旦条件合适， 要立
即组织开展人工增雨， 尽最大可能替
群众减少灾害损失。

徐守盛强调， 旱情仍在持续， 后
段抗旱形势仍然严峻。 希望受旱地区
按照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要
求， 把抗旱救灾作为当前工作的头等
大事， 把保障旱区群众饮水安全作为
抗旱工作的首要任务， 加强组织领
导， 落实工作责任， 团结动员广大干
部群众，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 最大限
度地减轻灾害损失。 同时， 要扎实做

好抗旱保苗、 改种补种、 早稻收购、
水利建设等工作， 统筹抓好经济社会
发展， 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如何依托资源优势， 培育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 是徐守盛此行的调
研重点。 沅陵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园里集中了一批有活力的企业， 徐
守盛走进企业车间和项目建设现场
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规划、 产品市场
前景等情况。

辰州磁电项目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 生产的产品已远销日本、 欧美；
中金盛唐太阳能发电设备制造项目正
在建设中， 投产后光伏设备能效转化
率更高； 青山电动项目生产的新材料
电池容量大， 装备这种电池的纯电动
公交车充电一次能跑满500公里……
徐守盛勉励企业负责人抢抓两型产业
加快发展的机遇， 加强自主创新， 推
动企业更好地发展。

通道妹子刘云惠多年前嫁到香
港， 如今“回娘家” 发展生态农业，
绿色蔬菜走东莞运送到香港， 订单应
接不暇。 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 的模式发展蔬菜种植、 养兔、
食品加工等， 这个基地正在带动周边
2000多户农民致富。

站在菜地旁， 徐守盛拿起新摘
下的菜心， 询问运输、 保鲜、 市场
销售等情况。 他说， 要探索好的经
营模式， 充分发挥生态优势， 形成
特色地域品牌。 他还建议基地负责
人与省内正在加快建设的蔬菜科研
中心加强互动， 不断提高生态农业
的科技含量。

调研途中， 徐守盛考察了正在建
设的怀通高速施工现场， 为高温下坚
守一线的施工人员送上防暑物品。 他
说， 高速公路建设是百年大计。 各施
工单位要协调合作， 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 严把每一道工序、 每一个环节，
确保工程质量， 让高速路发挥应有的
效益， 造福沿线老百姓。

此行， 徐守盛还考察了中国工农
红军通道转兵纪念馆改造项目、 万佛
山旅游扩建项目和侗族文化村建设情
况， 勉励当地发扬民族特色， 遵循市
场经济规律， 加强科学规划论证， 通

过特色产业的发展带动各族群众脱贫
致富。

考察调研中， 徐守盛每到一地都
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 他说， 党的农
村政策越来越好， 包括怀化在内的大
湘西地区加快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 省委、 省政府对贫困地区的
扶持力度也会越来越大， 贫困地区的
自我发展能力正在增强， 广大干部群
众一定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有信心才
有动力， 才有办法， 才有出路。 抓扶
贫、 建小康、 奔小康， 合力最可贵。
加快贫困地区群众的脱贫致富步伐，
如期建成全面小康， 就是一台大戏，
需要全省上下为之团结奋斗， 合力克
难攻坚。 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抢抓武
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等
重大机遇， 深入实施扶贫开发战略，
集中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 坚持科
学扶贫、 精细化扶贫， 充分用足用好
用活各项政策， 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
贫困地区倾斜， 促进贫困地区又好又
快发展， 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贺佳 ）
8月7日至8日，省委副书记、省长
杜家毫深入娄底市检查抗旱救灾、
安全生产和早稻收购工作。 他强
调，要全力以赴抗旱救灾，千方百
计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要毫不
放松安全生产，创造和谐稳定的发
展环境。

“让乡亲们喝上放心
水，是各级政府职责所在”

在新化县科头乡石章村，村民
们正围拢在县水利部门组织的抗
旱应急送水车旁， 排队取水。“老
乡， 家里用水困难持续几天了？平
时用水怎么解决？” 杜家毫走上
前，与大家交谈起来。

村民贺裕熙告诉省长：“由于
持续干旱， 村里的山塘都干涸了，
自来水也断流了。搭帮乡村干部帮
忙， 每天定时定点给我们送来这

‘救命水’。”“让乡亲们喝上放心
水，是各级政府职责所在。”杜家毫
对乡亲们说，“面对百年一遇的旱
情，我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
层， 千方百计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其次确保农业和畜禽用水。我们要
齐心协力，渡过这个难关。”

眼下正值中稻孕穗、抽穗灌浆
的关键时期。 在路旁一处耕地，杜
家毫摘下一株已经发黄的禾苗仔
细查看，面露忧色。他叮嘱当地负
责人：湘中等丘陵地区要积极推广
打井、寻找地下水源、疏通渠道等
抗旱办法，有条件的地方要适时开
展人工增雨作业，同时作好秋冬补
损生产准备，把灾害对生产生活的
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新化县吉庆镇柏湾里村村民
在县水利局抗旱服务队的技术指
导下，从近100米深的地下暗河中

成功抽水上来，不仅解决了全村人
畜饮水和稻田灌溉问题，也保障了
邻村近1000亩稻田的灌溉。 杜家
毫说，只要大家上下一心、群策群
力，一定能夺取抗旱工作胜利。

杜家毫还来到新化县国家粮
食储备库， 检查夏粮入库情况。他
要求粮食部门继续做好早稻收购
资金供应和管理工作，最大限度满
足农民售粮需求。

“安全始终是企业的第
一效益”

在锡矿山闪星锑业安全生产
指挥调度中心，杜家毫详细了解产
品生产流程、 井下应急逃生等情
况。“安全始终是企业的第一效
益！”杜家毫叮嘱企业负责人，正值
高温酷暑，要做好职工防暑降温工
作；要在全面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责
任和措施的基础上，积极创新生产
工艺，大力发展精深加工，不断延
伸产业链条。

相关煤炭企业利用瓦斯发电，
既化解安全隐患，又取得可观经济
效益。杜家毫对此表示肯定。他说，
瓦斯发电、变害为宝，符合建设两
型社会的要求，是推动煤炭产业科
学发展的有效途径；要运用好国家
和省里有关瓦斯发电的补贴鼓励
政策，进一步完善技术，加强管理，
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在检查中， 杜家毫反复强调，
当前酷暑高温， 又值项目建设高
峰，要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重点领
域的安全监管， 严密防范森林火
灾。 特别要高度重视学生暑期安
全，加强河道、水库巡查，严防溺水
等事故发生。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检
查。

本报 8月 8日讯 （记者 杨柳青 ）
挖机在干旱的河床上进行疏通作业，
打井服务队来到农户家中打井……这
是记者今天在湘潭县看到的抗旱场
景。为确保群众生活用水和饮水安全，
湘潭县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抗旱救
灾第一线，多措并举开辟抗旱水源，减
少灾害损失，接受大旱“烤”验。

因持续高温，6月下旬以来， 地处
湘江边的湘潭县开始“喊渴”，全县农
田绝收43106亩，减产28万亩，1万多人
出现临时饮水困难。

缺水就要找水， 该县将保证人饮

水作为抗旱工作的底线， 想方设法引
水、找水。白石镇、茶恩镇从湘江里抽
水， 中路铺镇从片石坑中抽水， 谭家
山镇抽矿洞水，青山桥镇等乡镇采取
挖砂凼、 打机井等办法解决抗旱水
源。全县对已到死水位的水库，实行
抽水灌溉，留足人饮水。县里先后出
动民兵15000余人次，打井2580口，为
群众送水10200吨。 排头乡抗旱小分

队的队员们皮肤晒得黝黑，加班加点
打了45口机井，为群众解决了人畜饮
水困难。

为减少灾害损失， 县里紧急安排
经费194万元，支持抗旱减灾。已两次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中路铺、分水两个乡镇部分地方的
旱情。 旱情严重的乡镇加大抗旱投
入，千方百计保证一季稻供水。茶恩

寺镇投入26万元新增1台临时机埠、
修复1台固定机埠，2600亩农田的用
水得以保证。对没有希望下插晚稻的
地方， 乡镇干部动员群众主动放弃，
全力保证已插晚稻供水。

旱灾也成了检验党员干部作风的
“试金石”。 全县所有县级领导下到联
系乡镇指导抗旱。 所有联村干部和村
干部严格遵守24小时巡查的抗旱纪
律， 奔波在田间地头。 在谭家山镇铁
炉村， 党员干部和村民一起砍柴清
路、 挖沟修渠道， 奋战6天， 终于把
友谊水库的水送到了龟裂的田里。

相关报道见6版相关报道见6版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李勇
杨柳青 乔伊蕾 ）今天上午，由省
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
长沙市委联合组织的李杨同志先
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沙举行。会前，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会见了报告团
成员，并慰问了李杨同志家属。

省领导许又声、孙建国、易炼
红参加会见， 孙建国出席报告会
并讲话。

李杨生前系长沙市公安局雨
花分局黎托派出所四中队中队
长、社区民警，二级警督。5月10日
凌晨2时许，李杨在连续工作近18
个小时、接处警多达28次后，因过
度劳累昏倒在办公楼导致颅脑出
血，于5月16日牺牲，年仅36岁。

孙金龙在会见时说， 李杨同
志从警17年来， 先后从事巡警和
派出所刑侦、治安、社区工作，始终
牢记职责使命， 扎根基层默默奉
献，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
尽心竭力地开展治安防控， 及时
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 满怀热情
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树立了共产
党员心系群众、 贴心为民的良好
形象。 李杨同志是全省新时期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先进典型，他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可贵品质，
是湖南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具体体
现。 全省干部群众要深入学习李
杨同志的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
领，促进“三量齐升”，推动“四个湖
南”建设，为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报告会上，李杨的妻子朱晋、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黎托派出
所民警马堂、 长沙市雨花区东山
街道干部彭亚欧、 长沙市广播电
视台政法频道记者李素， 分别从
不同角度和侧面， 深情介绍了李
杨同志的先进事迹。 报告会以视
频会议形式举行， 在各市州设立
了分会场。

孙建国在报告会上说， 要把
开展向李杨同志学习活动同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 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
合起来， 激励和引导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立足岗位，敬业奉献，
扎实工作， 为推进“四化两型”建
设、 实现中国梦的湖南篇章奋力
拼搏。

李杨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举行
孙金龙会见报告团成员

【人物档案】何平，女，22岁，中
共党员，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生。

谁有过这样苦难不幸的家庭，
谁又有过这样坚强不屈的人生？

父亲中风瘫痪在床， 母亲患间
歇性精神病，弟弟患先天性心脏病，
一个个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何平
成长的人生路上。她没有被厄运击
倒， 用羸弱的肩膀扛起生活重负，
悉心照料患病的亲人，带着弟弟上
大学，成为这个多难之家的“顶梁
柱”。她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演绎人

间亲情，彰显传统美德，传递出时
代和青春的正能量。 （下转5版③）

———湖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展学道德楷模 共筑中国梦

何平：
“向日葵女孩”坚强人生

湘潭县干群投身第一线
多措并举开辟抗旱水源

一线� 快递

杜家毫在娄底检查抗旱救灾等工作时强调

千方百计
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何平与家人。 龚宓川 摄

徐守盛在怀化考察调研时强调

全力以赴抓好抗旱救灾工作
合力攻坚促进贫困地区又好又快发展

8月8日，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到通道侗族自治县临口镇江寨村， 径直走进干裂的水稻田， 了解
旱情。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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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8日讯（记者 张尚武 柳
德新 通讯员 仲凡）截至7月底， 我省
农业保险部门共接到受旱严重地区上
报的各类种植业保险旱灾报损面积
296.99万亩， 预计赔款金额达4.75亿
元。 省财政厅正在督导做好农业保险
理赔工作。

自7月份以来， 我省大部分地区
持续晴热高温少雨， 全省14个市州
107个县 （市、 区） 遭受不同程度旱
灾， 农作物受灾严重。 作为我省农业

保险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高度重视抗
旱救灾工作，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防
灾减损、 经济补偿、 恢复生产中的作
用。 7月28日， 省财政厅组织中国人
保财险湖南分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公司湖南分公司召开农业保险抗旱
救灾部署工作会， 要求将抗旱理赔工
作作为当前保险公司第一要务， 采取
有力措施全力开展查勘理赔工作， 以
最快速度将赔偿资金支付到受灾的投
保农户。 （下转5版②）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刘燕龙 ） 蓄水每天都在减
少， 饮水困难人数和农作物受旱面
积每天都在增加。 面对一天比一天
严峻的抗旱形势， 省防指科学调度

抗旱资源， 全省抗旱救灾工作有序
展开。

据省防指今天统计， 全省14个
市 （州） 107个县 （市、 区） 近161
万人、 92万头大牲畜出现饮水困

难， 1520万亩农作物受旱
（其中重旱560万亩、 干枯182
万亩）， 926条各类溪河断流，
826座小型水库、 16.3万处山
塘干涸。 （下转5版①）

种植业旱灾损失“快处快赔”
省财政厅已拨付中央和省级财政保费补贴资金10.57亿元

省防指科学调度抗旱资源
107个县（市、区）近161万人饮水困难，1520万亩农

作物受旱，14个督查组赶赴基层开展抗旱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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