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张倩 ) 密不透风的热里， 终于有了
一丝清凉讯息。 省气象台预计， 受到强
台风“尤特” 的影响， 15日全省将出现
大范围的降雨， 盘踞在湘中以南的高温
可望解除， 湘北高温也有所缓和。

“随着高温的幕后推手副高东退北
抬， 以及强台风‘尤特’ 的外围云系带
来的风雨影响， 15日后湘中以南高温解
除， 部分地区干旱得以缓解。” 省气象台
首席预报员周慧今天预报了一个清凉的
讯息。 省气象台预计， 14日我省仍有大
范围高温晴热天气， 15日开始， 高温范
围和强度呈逐步减小和减弱趋势。 同时，
15日起至中旬末， 人工增雨作业机会增
多， 湘中以南有降雨天气发生， 气象干
旱等级有不同程度下降， 重旱、 特旱区
范围缩小。

气象专家称， 持续的高温少雨天气，
导致全省干旱严重， 此次台风外围云系
带来了丰富的降水， 提醒相关部门充分
利用此次降雨做好蓄水调度工作， 为对
抗后期秋旱做准备； 与此同时， 干旱导
致土地开裂土质疏松， 突降大雨容易引
发地质灾害， 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贺欣初 ）
8月13日， 石门县秀坪园艺场肖家村提灌站， 随着两台水
泵的轰鸣声， 清清的道河水沿着40多米高的管道， 涌向
一个高高的蓄水池， 然后顺着四通八达的自流灌溉渠，
流向1万多亩嗷嗷待哺的早熟橘园。 村支书覃玉南告诉记
者：“这是柑橘的救命水，也是俺橘农的救命水啊！”

石门现有柑橘40多万亩， 年总产值近8亿元， 占全
县农业总产值的30%左右， 是30多万农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 目前， 正值柑橘果实膨胀期， 由于气温连续走
高， 水分蒸发特快， 全县柑橘正面临着“日灼病”、 叶
片黄化、 卷叶、 掉果等多重威胁， 对柑橘丰收和橘农
增收造成严重冲击。

自8月初以来， 石门县所有县级领导到柑橘主产乡
镇现场督导抗旱， 全县30万干部群众奋战抗旱保橘园
一线。 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所有工作人员不准
请假， 全部投入抗旱。 县财政开通“绿色通道”， 下拨
抗旱救灾资金150万元。 县电力部门成立了8支抗旱保
电队伍， 安装抗旱配电变压器10台， 临时架设抗旱专
用线路86公里， 抢修供电故障点147处， 消除农灌设备
缺陷46处。 农机部门利用购置农机补贴政策销售各类
水泵4000多台， 为农民发放补贴资金120万元， 并派
13支小分队赴60多个柑橘专业村抗旱。 全县10多个柑
橘主产乡镇共筹资200多万元， 帮助橘农抽水灌园， 浇
水保果。 各柑橘专业村和柑橘种植大户纷纷“以村为
主， 自主抗旱， 以户为主， 各自为战”， 力争将旱灾损
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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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甜） 今天， 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
会、 省政府、 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进
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
习。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指出， 学习贵在有恒、 贵在自
觉， 学习必须原原本本、 精炼管用，
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始终， 打牢学习基础， 做到
真学、 真懂、 真信、 真用。

在中央政治局的带头示范下， 省
委常委中心组成员、 省级领导干部此
前已两次进行集中学习， 进一步领会
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增强了在新时期坚持群众路线、 做好
群众工作的自觉性， 深化了对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 指导思想和
目标要求的认识， 为教育实践活动打
下了良好基础。 这次又集中对 《论群
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 《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

编》 和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重
要论述摘编》 三本学习材料作进一步
学习。

徐守盛说， 学习贵在有恒、 贵在
自觉。 必须始终把自觉学习作为教育
实践活动的首要任务， 严格落实中央
提出的“五个不放过” 要求， 针对当
前一些单位、 党员干部中还存在着思
想认识不到位、 学习教育不深入的问
题， 进一步强化学习教育， 进行“补
课”、 “回炉”。 必须把扎实学习作为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的基础， 通过理
论学习， 改造主观世界， 促进为民务
实清廉的自觉； 领导干部要把思想理
论武装摆在第一位， 以先进的、 科学
的世界观、 方法论， 引领我们在错综
复杂的环境中明辨是非， 避免政治上
的迷茫、 思想上的盲目。 必须把带头
学习作为领导干部的重大责任， 省委
常委中心组成员、 省级领导干部认识
上要高一层、 学习上要深一步、 实践

上要先一着， 扎扎实实在全省党员干
部中带头示范，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树
榜样， 在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做
楷模。

徐守盛指出， 学习必须原原本
本、 必须精炼管用。 省委常委中心组
成员、 省级领导干部要通过逐段逐章
地精读、 通过一字一句地细品， 深入
学习领会，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点和群众路线牢牢地扎根到头脑中
去。 要通过认真的学习， 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 提高思想认识， 真正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
场不能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不能忘， 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始终坚持立党为
公、 执政为民。”

徐守盛说，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
用， 学用结合、 知行合一是学习方
法， 更是基本要求。 学习上要严防形

式主义， 要克服“空对空”、 没有带
着问题学、 没有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
学、 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学、 学而不
思、 学而不用等现象， 真正把书读到
肚子里、 脑子里、 思想深处去。 要学
而深思、 学而有得、 学以致用， 真正
做到边学习、 边思考、 边受教、 边提
高， 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
线、 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这一根本思想贯穿学习思考始终， 在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分析查找自身问
题、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力克“四
风” 等方面有所得， 把学习成果运用
到教育实践活动的行动上来， 运用到
“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澡、 治治病”
上来， 总结反思自身存在的“四风”
问题， 敢于担当， 在作风上对自己来
一次大排查、 大检修、 大扫除， 不断
增强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
努力把服务人民的思想观念转化为造
福人民的实际行动。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柳
德新 通讯员 刘燕龙） 持续晴
热高温导致旱情迅速蔓延到全
省范围。 省防指统计，截至8月
12日， 干旱已导致全省306万
人、103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
水困难，2010万亩农作物受旱
（占耕地面积总数的35%），其中
重旱912万亩、干枯432万亩。

7月初旱象露头后， 旱情

迅速蔓延。 目前，全省14个市
（州）120余个县（市、 区）有
2137个乡镇、3.64万个村受旱，
分别占全省乡镇、行政村总数
的88.2%、85.6%。

省防指综合分析，当前我
省旱灾最重的县（市、 区）包
括：邵阳市的邵东县、新邵县、
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武冈
市、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

衡阳市的衡南县、 衡东县、祁
东县、衡阳县、衡山县、常宁
市，娄底市的新化县、双峰县，
怀化市的新晃侗族自治县、辰
溪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麻阳
苗族自治县、溆浦县、鹤城区，
自治州的凤凰县、 花垣县、古
丈县、泸溪县、吉首市，永州市
的祁阳县， 益阳市的安化县，
常德市的桃源县、汉寿县等。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柳
德新 通讯员 杨粲） 记者今天
从省防指获悉， 全省已有邵
阳市城区、 邵东县、 新邵县、
保靖县、 株洲县、 新化县、
临武县等7个县级以上城市供
水受到严重影响， 涉及133.3
万城市人口， 其中36万城市
人口用水困难。

我省城市大多傍水而建。
7月以来， 各大小河流水位持

续下降。 今天8时， 资水邵阳
站水位209.32米， 比历史最
低水位还低0.24米， 导致邵阳
市区取水困难。

持续晴热高温导致蒸发
量加大、 抗旱用水量剧增，
用水矛盾突出。 近10天来，
全省各类水利工程蓄水每天
减少2.2亿立方米， 农作物受
旱面积每天增加近百万亩 ，
饮水困难人数每天增加近20

万人。 据省防指最新统计，
全省166万处以灌溉为主的蓄
水工程蓄水72.9亿立方米， 占
可蓄水量的36%， 蓄水比7月
31日减少25.1亿立方米。 当
前， 正值晚稻、 中稻生长关
键期， 农田灌溉需水量大，
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徐守盛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学习时强调

打牢学习基础
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今天下午，省长杜家毫主持
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省政府
特殊津贴制度、衔接落实争取部委
和央企支持事项、加快风电发展等
工作。

会议听取了关于落实国务院
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及清理省
本级行政审批项目的情况汇报。会
议强调， 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对
国务院明确取消的， 要坚决取消；
对已经下放的，要认真、细致做好
接续工作， 确保审批程序更加优
化，审批效率不断提高。 要把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建设服务政
府、责任政府结合起来，进一步理
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坚持有所
为、有所不为，把该放的权力放掉，
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
创造活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优
化发展环境、提供公共服务、促进
社会公平上来。要继续深化行政体
制改革，认真做好前期调研准备工
作，进一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
化结构、提高效率，在实践中不断
加以优化。

我省决定从今年起组织实施
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制度。会议指
出，湖南是人才大省，各类人才为
湖南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实
施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对于
吸引人才、用好人才，进一步调动
人才积极性将产生积极作用。要进
一步重视人才的发展，以开放的胸

怀广纳人才；要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认真做好省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选拔工作，使有限的资金更好
地发挥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科技、
教育和人才工作，在全社会形成重
视人才、培养人才、爱护人才的良
好氛围， 充分发挥人才的聪明才
智， 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

会议听取了前段我省与国家
相关部委和央企会谈情况汇报。会
议强调，对国家有关部委和央企明
确支持和原则支持的事项，要主动
衔接，及时跟进，逐项抓好落实。要
密切关注国家政策新变化新走势，
加强与部委和央企的沟通联系，积
极争取国家更多政策、资金和项目
支持，不断深化央企对接合作。

会议强调，我省整体能源匮乏，
亟须加大能源保障力度。 我省贫困
地区风电资源丰富，加快风电发展，
既能直接增强我省能源供应， 又能
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对于扩大投资、
发展风电产业、 壮大县域经济具有
重大意义。要正确把握我省“稳定水
电、适度发展火电、加快推进气化湖
南工程、积极推进新能源”的能源发
展总体思路， 充分挖掘风电发展潜
力，积极科学有序加以推进。要科学
规划、加强引导，调动地方政府的积
极性，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促进
风电开发有序进行。 各级政府要高
度重视风电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
护， 进一步支持和鼓励新能源和节
能环保产业发展。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等工作

旱情扩展到全省
306万人、103万头大牲畜临时饮水困难

全省蓄水每天减少2.2亿立方米

7城市供水受影响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冒蕞
贺佳） 今天下午， 记者从省政府
常务会上了解到， 为进一步加强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我省决定从今年起组织实施湖南
省政府津贴制度。

据了解， 今年我省将开展首
届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选选拔
工作。 该选拔工作将从
2013年起， 每两年开展
一次， 每次名额不超过
100名。 享受省政府特
殊津贴人员将从在专业
技术岗位和技能工作岗
位上工作的在职工作人

员中选拔， 将侧重于长期辛勤工
作， 在一线专业技术和技能工作
岗位上取得突出业绩、 作出重要
贡献， 其业绩、 成果和贡献为同
行和社会认可的专业人才。 对享
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人员， 每人
一次性发给特殊津贴10000元，
免征个人所得税。

今年起实施
省政府特殊津贴制度

●特殊津贴人选每两年开展一次， 每次
名额不超过100名

●对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人员， 每人
一次性发给特殊津贴10000元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冒蕞 贺
佳）今天下午，记者从省政府常务
会议上了解到， 为进一步简政放
权，优化发展环境，今年5月来，我
省对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
批项目进行了衔接落实，并对省本
级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全
面清理。其中衔接国务院取消和下
放行政审批项目31项， 清理省本
级行政审批项目55项。

今年5月15日， 国务院下发
《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
目等事项的决定》， 公布取消和下
放133项事项，并明确要求做好衔
接落实工作，进一步精简行政审批
项目。

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133项
事项中，含行政审批项目91项，其
中60项实施机关不在我省或我省
无此项审批。我省此次衔接行政审
批项目31项，其中，拟取消“企业
投资扩建民用机场项目核准”等

11项；拟调整“企业投资分布式燃
气发电项目”等19项；拟新增“加
工利用国家限制进口、可用作原料
的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废电
机等企业认定”1项。

我省此次清理省本级行政审
批项目55项，其中，拟取消“实行
备案制的企业投资建设项目招标
事项核准”等5项；拟下放“小型水
库项目核准”等50项。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2008年精简审批项
目23%，下放省级项目74项；2009
年对年检项目进行清理，精简年检
项目34%；2010年开展扩权强县
改革，扩大县市260项经济社会管
理权限；2011年、2012年又相继衔
接了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第五批、
第六批行政审批项目，并对省本级
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

省政府将于近期公布此次衔
接和清理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我省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衔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31项

清理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5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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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群众路线 全力抗旱救灾

8月12日21时56分到23时26分， 浏阳大围山顶拍摄到的星星轨迹。
从12日晚上22时开始， 到13日凌晨5时左右， 记者在此观测到300多颗
流星。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8月12日， 送水小分队为保靖县水田河镇中坝苗族聚居村送水。 连日来， 受高温少雨影响， 保靖县部分高海
拔地区出现严重饮水困难。 该县人武部组织18支小分队、 100多名应征青年， 为老百姓送水。 张承印 摄

相关报道见6版、8版相关报道见6版、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