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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日讯（记者 张湘河 通
讯员 潘尚德 杨琛 石天元 ）“村里装
的自来水管年久失修，通过实施‘一事
一议’，现在全村家家户户都喝上了干
净的自来水。”日前，记者在花垣县道
二乡美惹苗寨采访时， 村支书王寿安
直夸“一事一议”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人
畜饮水难题。截至5月底，花垣县已完
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303个，切
实解决了农村行路难、饮水难、灌溉难

等“老大难”问题，受益群众超过20万
人。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是指农村在
建设村内公益性事业时， 按照村民自
治法进行表决， 申请一事一议奖补。
2009年，花垣纳入全省村级公益事业
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试点县
后，坚持“农民自愿、量力而行，民主决
策、筹补结合，群众受益、注重实效，规
范管理、阳光操作”的原则，充分尊重

农民意愿， 调动村民兴办农村公益事
业的积极性。他们把“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项目与新农村建设、 扶贫开发和
农田水利建设、 人畜饮水安全等工作
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涉农项目和资金
进行优化整合、统筹安排、打捆使用。
在奖补程序上，严格执行“村申
请、乡镇初审、县审核拨付”的程
序， 确保奖补资金的使用管理
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截至今年5月，该县共完成“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303个，下拨财政
奖补资金7035万元。 其中道路整修项
目233个，农田水利及饮水安全建设项
目66个，修建村道623.7公里。项目覆
盖全县232个行政村。

本 报 9 月 2 日 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李爱成 袁义生 ） 8月
底， 耒阳市德泰隆路，
一辆辆满载石料和淤
泥的车辆进进出出 ，
市政工人正在对下水
管道进行清淤。 这条
路经常出现“内涝”。
当地居民反映问题后，
市里请来专家“会
诊”， 确定对主下水管
道进行升级改造和清
疏除淤。 工程完工后，
将有效解决“内涝 ”
问题。 这是耒阳市把
“民生菜单” 交由百姓
“点”， 办的又一件民
生实事。

近年来， 耒阳市
在实施民生工程中，
把“菜单” 交给群众
“点”， 较好解决了城
区就学、 用水、 用电、
交通等4大民生难题。
大班额一度成为制约
耒阳城区教育发展的
瓶颈 。 市人大会上，
部分代表提交了加大
财政投入、 统筹城乡
教育发展的提案。 人
大代表根据民意“点”
的这道“菜”， 被列为
市里“1号议案”。 市
里先后投资3.6亿余元， 建设合格
学校91所， 新增校舍1.96万平方
米、 学位6000余个， 有效缓解了

城区就学难。
近10年来， 耒阳

城区人口由20余万增
加到45万， 供水、 供
电压力空前。 市民通
过网络、 短信、 市长
信箱“点菜”， 要求
解决水、 电问题。 市
里很快启动日供水30
万吨的第二水厂建
设， 去年初已通水。
去年， 市委、 市政府
还将“改电 ” 列为
“1号民生工程”， 一
年来投入7.3亿元， 新
建10千伏以上线路56
公里、 改造76公里，
新增台区111个， 新
建变电站6个， 城区
电力供应得到保障。

节假 日 城 区 堵
车， 也是耒阳市新出
现的“城市病”。 一
些回家老乡发手机短
信“点菜”， 要求解
决堵车问题。 该市先
后投入4亿多元， 对
城区道路进行改造升
级， 并在城区设立临
时停车场所 1500余
个， 免费向市民开
放。 据统计， 近5年
来， 耒阳累计投入
96.29亿元， 用于教

育、 城建、 住房、 医疗卫生、 社
会养老等民生领域， 占财政总支
出73%。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
寒露 通讯员 李进 李明德 ） 近日，
在汉寿县龙阳镇王海坪村， 人称“甲
鱼王” 的养殖大户王业春忙得不亦乐
乎。 他从西洞庭湖养殖基地打捞了
900多公斤“仙湖牌” 生态甲鱼， 将
它们装进一个个精美礼盒， 运往北
京、 上海、 成都。 据了解， 现在虽是
销售淡季， 但每天从汉寿“飞” 往全
国各地的生态甲鱼， 仍在15吨以上。

汉寿位于洞庭湖西滨， 在全国最

早开展甲鱼人工养殖， 是“中国甲鱼
之乡”。 近年来， 该县通过政策引导，
在7万亩养殖基地逐步推广标准化养
殖， 并采取以奖代投方式， 扶持基地
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 通过30多个甲
鱼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动， 采用微生物
制剂调控水质， 开展大水面、 仿生
态、 低密度养殖， 使商品甲鱼生长周
期达3年以上。 “汉寿甲鱼” 因此成
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随着品质提升和实行品牌经营，
汉寿甲鱼俏销全国。 去年， 汉寿甲鱼
创总产值 6.8亿元， 全年出售稚鳖
5400万只， 分别占全国、 全省份额的
37%、 81%； 外销商品鳖5600吨， 分
别占全国、 全省份额的24%、 71%。
甲鱼产业的振兴， 直接拉动了上下游
甲鱼饵料生产、 动物防疫、 交通运
输、 农资供应、 旅游休闲等相关产业
的发展。 目前， 全县甲鱼产业从业人
员近5万人。

而今， 汉寿甲鱼产业化建设全面
提速， 甲鱼产业成为当地一大核心产
业和现代农业标杆。 目前， 该县正着
手实施总投资达15亿元的“汉寿甲
鱼” 纯种繁育示范工程、 标准化生态
养殖示范工程、 系列产品深加工示范
工程、 品牌产品营销示范工程。 力争
到2015年底， 建成全国最大甲鱼标准
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 全国产销总量
最大甲鱼系列产品供应基地、 全国信
息网络最大甲鱼产业物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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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 甲鱼产业年创收近7亿元汉寿

“一事一议”20万人受益花垣

本报记者 刘勇 柳德新
唐爱平 周月桂

大旱是对人的一种考验， 更是对
我省抗旱设施及能力的拷问。

众志成城伏旱魔， 我省广大干部
群众经受住了历史罕见大旱的严峻考
验。 但今年大旱， 也暴露出了不少薄
弱环节。 只有不断补齐“短板”， 我
省抗旱救灾能力才会不断提升。

灌溉 “毛细血管” 不通
8月2日， 久旱的新化县荣华乡荷

华村，通过勉强修补一番的土渠，终于
从新田水库引来一小股水， 保住了部
分中稻。

已完成除险加固的新田水库可蓄
水12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7个村。荷华
村正好在中间，按理说用水不用愁。可
是，由于土渠多年失修，放水流经上游
3个村时，灌溉用一部分，漏掉一部分，
到荷华村就“听不到水响了”，下游3个
村更是用不到一滴水。

记者在今年抗旱采访中发现，这
种“看着水库喊渴”的现象有不少。

近年来， 在中央和省财政支持下，

我省4648座水库摘除了“病险”帽子，恢
复和新增库容19.9亿立方米， 为抗大旱
提供了水资源保障。而中小型灌区渠系
长期缺少资金“渠道”，年久失修的水渠

“跑、冒、滴、漏”，导致“看着水库喊渴”。
湖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刘

振林介绍， 我省23处大型灌区由于有
中央财政续建配套资金支持， 整体灌
溉能力发挥最好， 今年大旱中保灌面
积达630万亩农田。但占灌溉面积大头
的中小型灌区， 是抗旱的最大薄弱环
节。 全省661处中型灌区， 设计灌溉
1730万亩农田，由于长期失修，水的利

用系数仅为0.42， 灌区内有效灌溉面
积不到七成。

从2009年以来， 我省先后分5批
实施92个全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
设， 但每个重点县每年连片建设面积
也就2万亩左右，“巴掌大的一块”，能
保灌的面积太小。

注入一股水， 引来万股流。 刘振
林呼吁， 加大对中型灌区和小农水建
设支持， 尽快疏通“毛细血管”。

水资源调控手段不多
从总量来看， 我省并不缺水， 相

对而言还是一个水资源大省， 平均年
水资源总量达1630亿立方米， 居全国
第六位。

但是，“隔三差五” 出现的大旱，又
时刻提醒人们，闻名天下的“鱼米之乡”，
常常受制水资源短缺。 （下转3版②）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李勇
杨柳青） 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
孙金龙在长沙会见了联合尼泊尔
共产党(毛主义)干部考察团一行。

考察团由联合尼共 (毛 )中央
委员、 外事部负责人苏兰德拉·
库马尔·卡尔基率领， 此次应邀
专程来我省考察。

孙金龙对考察团来访表示欢
迎， 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 他
说， 湖南是伟人毛泽东主席的故
乡， 自然资源丰富， 区位优势明
显， 科教实力较强。 当前， 湖南
正加快推进“四化两型” 和“四
个湖南” 建设， 实现了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孙金龙说， 自中
尼建交以来， 两国传统友谊和友
好合作不断发展。 湖南将与尼泊
尔不断深化在农业、 基础设施、
旅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 欢迎更
多的尼泊尔朋友来湖南访问参
观， 增进了解。

苏兰德拉·库马尔·卡尔基
说 ， 很高兴来到毛主席故乡，
此次访问亲眼目睹了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 希望进
一步与湖南加强在农业、 旅游
等领域的合作。

中联部、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会见。

向祖文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让好干部脱
颖而出， 根本和关键都在于构建科学
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 深化干部制度
改革， 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动力
之源，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

近年来，干部制度改革不断推进，
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从干部队伍建设
全局来看，从党内党外期待来看，干部

制度改革还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比如，以票取人、凡提必竞、以GDP
论英雄等现象客观存在， 干部选拔任
用中的不正之风日益滋长，等等。对于
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解决。

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根本在于把
握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改革是为了把
人选准用好， 推动事业发展。 不论怎
么改，“四个坚持” 的原则不能丢， 服
务科学发展的导向不能偏。 要着眼于

多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 围绕
“怎样是好干部”、 “怎样成长为好干
部”、 “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 把握
好学习、 实践、 组织培养等干部成长
的途径 ， 把握好选贤任能 、 用当其
时、 知人善任、 人尽其才的要求， 努
力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 有效管
用、 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 使改革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重点在于增

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 只有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增强辩证思维，把握好
改革的“度”，才能使干部制度改革更
有成效。要尊重群众公认，但不能搞唯
票取人，不能简单地搞一票定终身，必
须把群众公认与党管干部、 注重实绩
结合起来；要正确把握竞争择优原则，
但不能搞凡提必考， 要科学设置资格
条件和考试方法，让干得好的考得好，
有本事的上得来； （下转3版①）

9月2日， 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海拔1430米的峭壁之上， 游客在玻璃栈道上饱览美景。 近日， 雨后的天门山景区云雾缭绕， 宛若仙境， 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摄
影爱好者。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悬崖上的心跳

抗旱“短板”待补齐
———湖南大旱过后的思考 （二）

更加务实地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二论深入贯彻落实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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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大连9月2日电 （特派记
者 王亮 苏原平） 卫冕冠军张亮
在今天的赛艇男子2000米单人双
桨决赛中发挥出色， 以6分50秒
51的成绩轻松夺冠。 赛艇选手李
树文/贾明亮/梁明阳/关洪峰还在
男子2000米四人单桨无舵手比
赛， 为我省再添1枚银牌。

张亮状态十分稳定， 在预赛
和半决赛中均以小组头名出线。
对于今天的这枚金牌， 他志在必
得。 决赛一开始， 张亮便获得领
先优势。 进行到了1500米后， 张
亮的领先优势逐渐拉大。 最后冲
刺时， 张亮明显收力减速， 最终
以领先一个赛艇身位的优势夺

冠。 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表示，
“张亮这枚金牌是他实力的体现，
他冲刺阶段收力， 是为1个小时
后进行的双人项目蓄力。” 但在
男子2000米双人双桨决赛中， 卫
冕冠军史志强/张亮出发后不久
器械出现问题， 桨盘断裂， 最终
仅获第6名。

张亮单人项目夺冠后， 省政
府发来贺电，祝贺张亮在2日进行
的第十二届全运会赛艇男子2000
米单人双桨项目决赛中， 不畏强
手，顽强拼搏，勇夺冠军，为全省
人民争得了荣誉， 为我省体育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希望我省
选手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卫冕赛艇男子2000米单人双桨赛

张亮为我省再添1金

9月2日， 张亮在获得冠军后庆祝胜利。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摄

中小城市如何破解“大班额”

房产证频频“难产”为哪般

社区的“大保姆”

奥运冠军遭遇“全运”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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