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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甜） 今天， 我省召开省级党员领导
干部指导联系单位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会， 交流、 研
究、 解决教育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
题。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要求， 敢于较真碰硬， 高标准、
严要求抓好教育实践活动， 使联系点
成为标杆、 旗帜。 省委副书记、 省长
杜家毫，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出席。

省领导孙金龙、黄建国、李微微、
郭开朗、 陈肇雄、 许又声、 李有新、
韩永文、 孙建国、 张文雄、 刘莲玉、
徐明华、 蒋作斌、 陈君文、 李友志、
盛茂林、 张硕辅、 王晓琴、 欧阳斌、
童名谦出席。

我省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按
照省委统一部署， 省级党员领导干部
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建立了活动联系
点。 会上， 针对联系点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中存在的思想认识不到位、 学习
教育不深入、 征求意见不充分、 聚焦
“四风” 不集中等主要问题以及如何
加强督促指导整改等， 与会领导先后
发言。

徐守盛说， 各联系单位教育实践
活动推进有序， 进展顺利， 来势较
好， 但还是没有发挥好应有的示范带
动作用， 反映出来的问题仍然不少，
综合表现为“四多四少”： 即肯定成
绩的多、 指出问题的少， 反映工作层
面问题的多、 反映“四风” 问题的
少， 反映领导班子问题的多、 反映领
导干部个人问题的少， 反映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多、 反映享乐主义奢靡之
风的少。 各单位要率先整改问题， 深
刻反思原因。 联点的省领导要增强
“问题” 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 既
要切实改进自身办点工作中存在的不
足， 又要帮助联系单位解决好活动中

的苗头性、 倾向性和潜在性问题， 确
保联系单位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推进、
见到实效、 作出示范。

徐守盛指出，办好领导联系点，是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 向中央领导
同志学习的政治要求； 是坚持高位推
动、借助外力，有效推进教育实践活动
的重要手段；是坚持示范带动、以点带
面， 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力举
措。 26个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的联系点，
都是承担重要职责、社会影响大、群众
关注度高的单位， 这些单位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的成效， 很大程度上影响和
体现全省教育实践活动的效果。

徐守盛强调， 省级党员领导干部
要以敢于担当、 敢于负责的精神指导
和推动联系点的工作。 面对歪风邪
气， 要敢于斗争； 面对失误， 要敢于
承担责任； 面对危机， 要敢于挺身而
出； 面对矛盾， 要敢于迎难而上； 面

对大是大非， 要敢于亮剑。 要带头坚
持原则， 直面问题， 对不合理的“土
政策”、 见不得人的“潜规则”， 敢于
较真敢于碰硬； 要真指导、 勤督促、
严把关， 给联系单位增压力、 添动
力； 要增强创新意识、 精品意识， 以
更高要求、 更严标准， 集中精力抓好
关键环节， 落实重点任务， 督促指导
联系点在聚焦“四风” 问题上、 边整
边改上、 建章立制上、 统筹兼顾上带
好头、 作示范。

徐守盛强调， 省领导办点要切实
担负起指导督促责任， 不能只挂名、
不挂帅， 只指示、 不指导， 只浮在表
面、 不深入进去， 要真抓真管， 严格
督促， 科学指导。 要在深入调研中加
强指导， 在从严要求中树立标杆， 在
改进作风中当好表率， 确保联系单位
教育实践活动不虚、 不空、 不偏、 不
走过场。

本报8月15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罗丹 孙姣）据省气象台
预计，受台风“尤特”外围云系影
响，今天至17日，湘西及湘中以
南有较强降水发生，其中湘南局
部有暴雨。

受台风“尤特”影响，全省高
温状况明显缓和。 实况监测显
示，14日全省平均最高气温为

35.4摄氏度， 较13日下降了近4
摄氏度；40摄氏度高温范围由13
日的33个县市，缩减为14日的仅
慈利1个县。

14日 8时至 15日 8时 ， 全
省降水较明显的地区主要集
中在永州 、 郴州 、 怀化 ， 其
中怀化芷江降雨 16.6毫米 。

（下转6版②）

徐守盛就省级党员领导干部指导联系单位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出要求

敢于较真碰硬 树立标杆旗帜
杜家毫陈求发孙金龙等出席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诗意关山开村迎客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聂廷芳）8

月15日，蓝天飘浮片片白云，山风送来
阵阵凉爽，“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
———关山村开村迎客。

“灰汤好， 沩山好， 关山更好！”
“关山是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又有人
文景观， 很适合自行车旅游、 自驾
游、 家庭旅游。” “乡村古镇,古朴民
居， 湖光山色， 花果飘香， 好做影视
基地” ……来自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
司、 娄底市国藩旅行社等52家旅行社
的代表， 对关山景观赞不绝口， 连称

“震撼”。 （下转6版④）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柳
德新 通讯员 罗毅君 杨建） 大
旱之年， 湖南各类水库大显身
手。 省水利厅今天统计， 我省
4648座已完成除险加固任务的
各类水库 ， 今年蓄水总量达
84.7亿立方米， 其中长沙、 衡
阳、 怀化、 永州、 岳阳等地新
增蓄水量3.9亿立方米， 为抗御
当前大旱提供了水资源保障。

我省现有各类水库14121
座， 总数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
在中央和省财政支持下， 我省
累计投资 173.03亿元 ， 共有
4648座各类水库成功摘除“病
险水库” 帽子， 水库带病、 带
险运行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渗水、 漏水现象基本杜绝， 总
计恢复和新增库容19.9亿立方
米。

一库水 ， 一仓粮 。 水库
“除病去险” 后， 灌溉能力大幅
增强。 截至8月上旬， 全省除险
加固后的各类水库改善和恢复
灌溉面积1100多万亩。 衡南县
斗山桥水库以前存在大坝渗漏、

内外坡沉陷等险情， 长期控制
蓄水 。 2008年底 ， 国家投资
1180万元， 对斗山桥水库实施
大坝防渗、 内外坡整修加固、
溢洪道及涵洞加固。 今年入汛
后， 斗山桥水库敞开“肚子”
蓄水， 6月初蓄水量达1600万立
方米。 尽管当地6月3日至今滴
雨未下， 但斗山桥水库以其宝
贵的水资源为下游5.23万亩水
稻提供了丰收保障。

不少水库还拓展了供水功
能。 以前， 我省大多数水库以
灌溉功能为主。 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 越来越多的水库需要同
时向城镇供应工业和生活用水。
我省详细制定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规划， 强化水库供水功能。
除险加固后， 全省各类水库供
水人数由465万人增加到928万
人， 日供水总量达268万立方
米。 常德市对作为饮用水源的
水库进行全面整治， 建成122个
以水库为水源地的集中供水工
程， 解决了106.95万人的饮水
安全问题。 （下转6版③）

本报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郭丁文 周坚

正如这赤日炎炎的初秋， 长沙
大河西先导区一片热气腾腾：

4月25日，45万平方米的购物中
心在湘江西岸开业；

两个月后的6月25日，“国家有
色金属精深加工基地” 在望城经开
区诞生。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 作为湖南
“两型建设的示范区”， 不仅在荒原
上，导出了一个长沙新城，更导出了

长沙产业发展新风景。 5年来，先导
区共引进工业企业4000余家， 新引
进的52个高端服务业投资额超过
800亿元。 工业增加值从325亿元增
加到996亿元， 三产增加量突破450
亿元。

先导区，正以锐不可挡之势，聚
集产业， 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经济又
一增长极！

拓展空间
让产业大戏广袖长舒
长沙高开区， 是长沙也是湖南

第一个工业园区， 第一只高新技术
产业的“母鸡”。 这只“科技母鸡”自
1988年诞生以来，辛勤地孵呀孵，孵
出了一窝窝“小金鸡”，也抱回一堆堆
荣誉。 然而，“科技母鸡”却未能如愿
迅速孵成产业“巨人”。

产业的大戏， 要有广袖长舒的
大舞台！

大河西先导区的创建脚步 ，
踏破了高开区伸展的禁锢。 先导
区 5年 累 计 完 成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400多亿元 、 拓出 100余条城市
道路。 （下转9版）

本报评论员
扎实有效推进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关键看党员干部尤其是
领导干部，能不能自觉站在对党和
人民的事业负责的高度，进一步深
化思想认识，强化领导责任，能不
能真正当好政治上的明白人。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是头脑
清醒，不犯糊涂，在思想上、行动上
紧跟中央的决策部署。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关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乎党
的执政生命线，是全党一项必须坚
决执行且必须取得实效的重大政
治任务。 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
率先垂范， 要求全党聚焦作风建
设，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
治治病”的总要求，对作风之弊、行
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 大检修、大
扫除，在解决“四风”问题上取得突
破，取得实效。 如果没有这份对党
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
就会对本单位的教育实践活动放
任自流， 更谈不上采取过硬的措
施，活动就会走过场、流于形式，最
后无果而终。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就要自觉
把群众的期望当作工作的压力、动
力。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人民群众
拥护，全党全社会期望很高。 这种
期待、拥护的背后，说明干部队伍
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群众深恶痛绝、
反映强烈的问题；群众希望通过这
次活动，让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有新
面貌、新气象。群众的期望，就是肩
上的责任，努力的方向。 如果责任
心不强，行动不力，工作抓得不实、
不紧，甚至弄出“扎扎实实搞形式，
认认真真走过场”之类虚、空、偏的
东西来糊弄群众，就会让群众对我
们党失去信心，只会损害党的威信
和形象。 到时候，再来谈取信于民
就太难了。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说得通俗
一点， 就是时刻保持政治上的自
觉、自愿。

“一把手 ”是指挥员 ，是领头
羊。一些单位的教育实践活动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
把手思想重视不够， 精力投入不
多、办法措施不实。因此，各单位的
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必须克服
轻视思想、观望情绪、畏难情绪，以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
认真履职尽责，拿出动真碰硬的决
心和勇气，扎实深入推进教育实践
活动，确保取得让党放心、群众满
意的成效。 （下转6版①）

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一论扎实有效推进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实习记者 于振宇）“这次去乡镇锻
炼和我以往任何经历都不一样。我
们不是过客，而是要真正融入乡镇
群体的一份子。”今天上午，第七批
省直新闻单位编辑记者赴乡镇锻
炼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湖南日报
出版部编辑傅汝萍对即将开始的
生活充满了期待。

根据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的统一安排，8月15日至10
月20日， 第七批22名编辑记者将
赴株洲市炎陵县、张家界市桑植县
参加乡镇实践锻炼。编辑记者到达
实践锻炼乡镇后，将分别以乡（镇）
长助理或新闻专干的身份开展工
作。 实践锻炼期间，每位编辑记者
要走村入户进行深入调研，对所在

乡镇的每个村走访一遍，做好一次
接访工作，联系一户困难户，列席
乡镇有关工作会议，做好当地突发
公共事件的新闻应急和信息专报
工作。

编辑记者下基层锻炼，是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
动实践。 编辑记者们纷纷表示，他
们将自觉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入基
层、扎实工作，在实践锻炼中提升
自我， 增进与基层干部群众的感
情，增强对基层工作的了解，提高
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人民的
能力，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 同时也将自觉弘扬“走转
改”精神，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勤政廉政，自觉维护
好新闻宣传队伍的良好形象。

践行群众路线 弘扬“走转改”精神

22名编辑记者赴乡镇锻炼

“除病去险”水库
解三湘之“渴”
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1100多万亩,�

供水人数增至928万人

8月15日下午4时36分， 长沙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岳麓区大坡炮点， 工作人员抓住
有利时机， 连续发射两枚火箭增雨弹。 近两天受台风 “尤特” 影响， 长沙上空云层明
显增多， 人工增雨的几率增大。 长沙市气象局在长沙周边布置27个炮点， 人员24小时
蹲守待命， 随时准备进行人工增雨。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影报道

践行群众路线 全力抗旱救灾

导出新风景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
产业发展随笔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黄晓辉）
在本报创刊64周年之际， 湖南日
报法人微博今天在人民微博、新浪
微博、腾讯微博平台正式上线。 湖
南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也同时
开启。 即日起至8月29日，只要关
注湖南日报法人微博，转发评论并
@3位好友， 就有机会获得由安利
（中国）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微是你我，是每个被打捞上
岸的中国声音。 我们从未相识，但
我们近似神交。本报法人微博上的
凌‘博’微步，我们在扮演自己的角
色，小伙伴们在诠释这个社会的活
色生香与喜怒哀乐。 ”发刊词表达
了本报与广大网友一起“见证、记
录、表达”的心声。

从今天开始，本报法人微博将
以“你好，湖南”陪你开启全新一
天。除了滚动播报每天最新鲜的新
闻资讯外，固定栏目如“政声”让您

第一时间听到决策声音，“本报速
览” 带您速读本地要闻，“今日天
气”提醒您出门看天，“人间”帮您
发现“微世界”的正能量……

本报微信公众平台也于今日
同步上线，与您进行文字、图片、语
音的全方位沟通和互动。您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关注湖南日报微信平
台，在“添加朋友”栏中查找微信公
众账号“湖南日报”添加，或扫描湖
南日报微信二维码（右下方）自动
添加。

开启微平台 释放正能量
本报法人微博、官方微信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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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特”吹凉
湘西及湘中以南有较强降水发生,

全省最高温下浮4摄氏度

﹃
借
雨
﹄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贺佳
段云行）今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湖
南省人民政府向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森林指挥部发出慰问电，向贾宝
龙家属和参战武警森林部队官兵表
示亲切慰问，称赞武警森林部队不愧
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惊闻贾宝龙
在我省扑火一线壮烈牺牲的消息，省
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立即作出批
示，谨向贾宝龙同志致以哀悼，向武
警森林部队官兵致以慰问，要求有关
部门认真做好抚恤工作。

8月10日，冷水江市和新邵县
境内发生森林大火，武警森林部队
官兵挺身而出，快速行动。 8月15
日凌晨6时， 武警森林指挥部北京
机动支队副队长贾宝龙，率队奔赴
冷水江市———新邵县火场扑火。
16时， 在冷水江市禾青火场扑火
一线，因风向突然改变，大火将扑
火队伍包围，贾宝龙同志不幸壮烈
牺牲，另有4位战士受轻伤。

省委、省政府慰问电说，今年7
月以来，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湖
南森林火灾频发。武警森林部队机
动支队官兵不畏艰险、 英勇作战，
夺取了火灾扑救工作的胜利，体现
了武警森林部队官兵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
风。 贾宝龙同志冲锋在前、奋不顾
身， 在我省火场一线不幸牺牲，充
分反映出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省委、省政府谨向贾宝龙同
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哀悼，
并通过你们向贾宝龙同志家属和
参战武警森林部队官兵表示亲切
的慰问。 慰问电称，湖南森林防火
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我们坚信，在
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
武警森林部队的大力支持下，一定
能够夺取森林防火的全面胜利。

据悉，武警森林指挥部副司令
员郭建雄少将以及贾宝龙家属将
于16日凌晨抵达长沙， 赶赴冷水
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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