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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罗运山 唐薇丹

8月28日上午8时， 记者来到怀化市
公安局鹤城区分局湖天派出所湖天社区
警务室， 社区民警谢艳霞呈现给我们这
样的镜头： 30出头， 身材高挑， 言谈
举止间露出羞涩的笑容， 标准的端庄淑
女； 6平方米办公室， 2张书桌， 4把椅
子， 就是她的工作场地。

刚刚把卫生打扫好， 就有一个中年
男子找上门来， 原来是一个帮教对象来
汇报思想。

“好好过日子，一定要遵纪守法……”
1个多小时后，谢艳霞与帮教对象的谈话
结束。临走时，谢艳霞鼓励他投入新生活，
有困难随时找社区。 谢艳霞告诉记者，做
帮教工作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

“失足青年杨某， 家里老小都要他
一人养， 希望我帮他找工作。” 说到这
里， 谢艳霞微微低下头。 记者知道， 她
心里很难过， 实在是爱莫能助。

10时10分， 谢艳霞来到鹤城区朝阳
学校， 进行开学前安全防范检查。

在学校负责人曾昭良带领下， 谢艳
霞仔细检查了新修的消防安全钢架桥，
随后又检查了每层教学楼的消防设施。

“消防通道问题解决了， 但消防设施怎么
没按要求配齐？ 每层应配6个灭火器，
怎么只有1个， 并且水管也不通水？” 谢
艳霞叮嘱曾昭良， 学校消防安全应引起
高度重视， 必须按整改要求来执行。 曾
昭良表示， 会在开学前设法解决。

“丁零零……” 谢艳霞的手机铃声
响起，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她， 治安预警
通报打印好了。 “安全防范是社区民警
的一项重要职责。” 谢艳霞说， 她每个月
都会去临街门面店铺走访一次， 发放防
盗防骗宣传资料等。

治安预警通报发放完， 已是12时30

分， 谢艳霞在路边店吃了个便餐， 就匆
匆赶到社区。 “今天中午不能回家休息
了， 要加一下班， 流动人口信息还没输
入管理系统。” 谢艳霞告诉记者， 流动人
口信息采集是一件很费心的事， 这些人
口流动性大， 要经常上门走访， 信息要
经常更新， 并且有的采集对象不配合，
还提供虚假信息。

下午一上班， 谢艳霞拎着公文包走

出社区， 前往锦园路武陵城， 给残疾人
杨杰送户口簿。

今年7月11日，谢艳霞接到社区居民
反映，住在辖内的19岁残疾人杨杰还没
有户口， 不能享受国家低保等优惠政
策。 听到情况，谢艳霞立即与社区工作
人员一道赶到杨杰家调查核实情况。发
现杨杰的确是残疾人，不能站立，不能
说话，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家人照顾。

谢艳霞跑了一个星期，为杨杰收集各
种证明材料，填写了户口补录表格，上报
鹤城区分局、市公安局、省公安厅，终于为
杨杰解决了长达19年之久的“黑户”问
题。

谢艳霞将办好的户口送到杨杰手上
时， 杨杰开心地笑了。

回到社区警务室， 已经是17时12
分。 这时， 锦园新村的两位大妈正在警
务室门口等候，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原
来， 她们是房东与租住户的关系。 租住
户气愤地说： “房屋厕所的下水道堵了，
房东不肯疏通，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房东
更加有火， 说： “我交给你时是通的，
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

谢艳霞将两位大妈请进办公室， 为
她们各倒了一杯凉茶， 待她们喝完茶气
氛有所缓和后， 她耐心做两人的思想工
作。 半小时后， 两人高高兴兴地走了。

“现在谁家的猫狗丢了， 谁家的钥
匙忘带了进不了门，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都打电话给我， 还说有困难找警察，
有时还真有点烦。” 谢艳霞说， “社区民
警管不了天管不了地， 却要管居民生活
无忧， 如同社区的‘大保姆’。”

18时30分， 谢艳霞赶到派出所食
堂， 匆匆扒了几口饭， 提着公文包又上
路了。 她告诉记者， 锦园路两旁的店铺
来了外来的从业人员， 要采集信息进行
补登。 白天， 这些外来人员比较忙， 你
去登记， 他们很烦。 只好晚上去， 太晚
了又怕影响他们休息。

华灯初上， 谢艳霞匆忙的身影越拉
越长， 消失在暮色中。

本报记者 王晴

喻文： 办实事就要从群
众最急、最想、最难办的事办
起，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烈日当空，汗透衣背，头
戴安全帽的华容县县长喻
文， 依然在新水厂建设工地
紧“盯”着施工的环节一个一
个地看。

“华容缺水由来已久，我
们从2008年以来先后投入
6000多万元， 对二水厂进行
改扩建，对县城供水主管网进
行了改造。 今年，启动了长江
引水实质性工程建设，这是我
们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力争
到2014年底，让人民群众喝上
期盼已久的长江水。 ”

抹一把满脸的汗水，喻
文用略带歉意的口吻向记者
介绍。

“改善民生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
做。但不切实际的事、达不到

目标要求的事我们不做。 办
实事就要从群众最急、最想、
最难办的事办起， 办到群众
的心坎上。 ”

该县每年都在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确定一
批民生工程项目，强化责任，
强力推进。尽管财政紧张，但
该县投入民生领域的资金一
分不少， 实事项目资金都及
时足额拨付到位。 上半年，全
县教育、科技、环保等各类民
生支出达到5.1亿多元，民生
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新农合
参保率100%，住院实际补偿
率达到67%， 补助封顶线提
高到15万元； 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3.06万
人， 养老保险金标准比2012
年提高4个百分点，已基本实
现医疗、养老保险全覆盖。

“民生实事，我们主要抓
好三方面：一是抓投入，二是
抓督办，三是抓质量，把实事
抓实，把实事办实，让其真正
惠及群众。 ”

对于每一件民生实事，
喻文总有操不完的心， 长江
引水工程虽然已经如期开
工， 但仅上半年他跑工地就
不下10次。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
父母，我始终对他们怀有感恩
之心，对于改善民生的事我不
敢有丝毫的懈怠，现在我们能
为他们做的与他们的需求相
比，已经少之又少，如果不能
把在做的做好， 我将愧对他
们，愧对自己肩上的责任！ ”

真情的流露， 让记者感
受到一股“为民”的暖流。

长沙绕城高速
年底成环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鞠文
霞）记者今天从长沙县重点工程管理局获悉，长
沙绕城高速东北、东南段建设进展顺利，年底有
望通车。 届时，将形成一个完整的绕城高速“圆
环”。

长沙绕城高速公路也称为“三环线”，北与
京港澳高速公路杨梓冲互通，西穿长常高速，南
跨107国道与京港澳高速公路李家塘互通，全
线建有月亮岛大桥、黑石铺大桥，设12个互通，
长约98公里。

长沙绕城高速分为北段、 西段、 南段和东
段。到今年底，东北、东南段通车后，长沙绕城高
速将实现闭合成环。长沙主城区在环内，而在这
个高速外环上早已建成通车的长益高速、 长潭
西高速、京港澳高速、长株高速等都是呈射线发
出，“环加放射” 的高速公路网对改善长沙城市
交通状况，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涉嫌严重违纪
湘潭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处

党总支书记崔少华被立案调查
本报9月2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蒋睿）

今天，记者从湘潭市纪委获悉，该市市政设施
维护管理处党总支书记崔少华因涉嫌严重违
纪被立案调查。

崔少华，男，汉族，湘潭县人，中共党员，
1964年4月6日出生，大学文化。 1983年11月参
军入伍，2008年3月转业到湘潭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任副调研员，2012年1月任湘潭市市政
设施维护管理处党总支书记。

县（市、区）长 话民生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访华容县县长喻文

喻文 通讯员 摄

�基层干部���跟班记

社区的“大保姆” ———鹤城区社区民警
谢艳霞的一天

谢艳霞（右一）在走访社区群众。 罗运山 摄

本报 9月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杨晗之）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
城管执法局了解到， 该市今年拟投
资5500万元， 继续建设5条景观街。

这5条景观街分别为： 芙蓉区都
正街 （人民路-蔡锷南路）； 天心区
药王街和三兴街 （黄兴中路至三兴
街、 药王街至解放西路， 药王街和
三兴街连成一线）； 岳麓区咸嘉湖东
路 （潇湘大道-金星路， 含岳华北路
桐梓坡路至咸嘉湖东路段、 江家

巷）； 开福区福元路 （芙蓉北路-二
环线洪山大桥）； 雨花区新建西路
（韶山路-芙蓉路 ， 含曙光南路续
建）。

根据设计方案， 开福区福元路、
岳麓区咸嘉湖东路、 雨花区新建西
路3条道路分别为城市主次干道， 最
终定位为城市景观道提质改造， 重
点建设内容为违章建筑拆除、 立面
整治、 绿化补栽补种、 排水管网与
人行道等基础设施改造完善和局部

亮化。 药王街和三兴街定位为五一
商圈与太平街文化街区商业过渡区，
通过拆除违章建筑、 管线下地、 立
面整治、 规范广告招牌及对下水管、
人行道等基础设施改造， 实现整体
提质。 芙蓉区都正街项目规划待定。

目前， 景观街建设项目已完成
立项、 环评、 设计、 方案审查。 预计
9月下旬完成施工招标， 10月初进场
施工， 11月底竣工， 12月进行项目
验收。

省会打造5条景观街

（上接1版②）
其中原因在于， 我省水资

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在水资源
最丰富的桑植县，年人均水资源
量达1.6万立方米；而地处衡邵
干旱走廊中的邵东县，年人均
水资源量仅1100立方米。另一
个背景是，邵东的工业、农业
都相对发达，需水量远远超过
桑植等地。于是，每遇干旱年
份，邵东常常首当其冲，并屡次
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为了对付水旱灾害，我
省曾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目
前， 我省共有1.3万座水库，
总数占到全国总量的1/7，但
由于湘江流域上游等缺乏关
键的控制性水利工程， 对拦
蓄水资源、 均衡水资源作用
不大。洪涝季节的降雨，绝大
部分变成了滚滚洪流， 最终
流入大海，无法“蓄洪补枯”。

同时， 全省大多数城市
没有应急备用水源， 导致一
些城区在今年大旱中也面临
饮水困难， 暴露出城市同样
存在对水资源调控手段不足
的问题。 今年干旱发展到极
值时， 许多河流水位急剧下
降，邵东县、邵阳县等地的县
城出现供水困难， 被迫分时
段限制供水。

社会抗旱救灾
意识不强

防汛时期， 洪峰迅猛而
来，直观、震撼，人们对此认
识深刻，反应快捷；而旱情是
长时间持续蔓延的，好比“温
水煮青蛙”， 一开始不易察
觉，也缺乏轰轰烈烈的场面，
导致人们的抗旱救灾意识明
显不如防汛救灾强。

从多年来与“水”斗争的
历程中可以看出， 我省也是
以防汛居多。

事实上，现在干旱越来越
频繁，旱情越来越严重，比洪
涝灾害影响范围更大，造成的
损失特别是对人民群众造成
的损失也更大。截至8月14日，
我省旱情指标达到最大值，全
省共有1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
积出现不同程度旱情，6万平
方公里国土面积出现重度干
旱， 分别占国土面积的74%、
28%，可谓触目惊心。

洪水一条线， 旱灾一大
片。防汛时，百川归流，洪水

集中到某条大江大河上，守
好这条江河，就是胜利。抗旱
时，旱情是扩散性的，每一株
禾苗，每一蔸蔬菜，都可能成
为受旱对象。但是，这些看似
很小的问题往往不易引发关
注，叠加起来却是大损失。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我省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明
显增多，今后旱灾或许频发，
全社会都应提高抗旱救灾意
识，从长远做好应对抗大旱、
抗长旱的充分准备。

散户抗旱积极性不高
7月底， 桃江县桃花江镇

罗家潭村旱象已经很明显，许
多稻田里泥土开坼、 禾苗枯
萎。可是，就连在距离桃花江
不足300米的一些农田里，也
鲜见有人从江河抽水灌田。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
些田大多是散户种植， 不图
赚钱，只求保个口粮。虽说邻
近江河， 但现在多数散户一
缺抽水设备， 二缺青壮年劳
力，抽水灌田确实有困难。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
于，从理性的经济角度考量，
当前农产品价格不高， 农民
投入抗旱的成本过高， 抗旱
积极性自然不高。 罗家潭村
村民罗胜田的账算得很清
楚：“抽一天水，工钱加电费、
油费要200元，灌一次田只能
保3至5天， 一季至少要抽水
灌3次田，而一亩水稻也赚不
到600元，不划算。”

而在没有水源、 需要利
用打井等成本更高手段去抗
旱的地区， 散户农户放弃抗
旱的现象比比皆是。

相较于散户的“无动于
衷”，种粮大户应对旱灾则显
得心急如焚。 尽管经济因素
会促使大户积极、 主动地去
抗旱，但同样缺水、缺人、缺
设备，还是让其损失惨重。邵
东县种粮大户罗凯运今年种
了700多亩水稻，眼睁睁看着
抽穗的禾苗因旱大片枯萎，
面临绝收， 全家人辛苦一年
不说，还得倒贴40多万元。

如何助大户有效抗旱降
低损失的同时， 充分调动散
户的抗旱积极性， 值得相关
部门认真思考对策。

今年大旱虽已过去，但
如何尽快补齐抗旱“短板”的
思考才刚刚开始。

（紧接1版①） 要以科学发展论英雄， 但不能简
单以GDP增长定升迁， 要把民生改善、 社会进
步、 生态效益等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既看干部
现在的贡献和业绩， 也看干部一贯的表现和全
部工作， 全面、 历史、 辩证地考察识别干部 ；
要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 但不能拔苗助长，
要把实践锻炼作为年轻干部成长的必修课， 对
那些看得准 、 有潜力 、 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
部， 要放到基层一线、 艰苦岗位中去历练； 要
有效激发干部队伍活力， 但不能简单把职位作
为激励干部的手段 ， 要从事业和工作需要出
发， 坚持人岗相适、 以事择人， 不能搞将就凑
合、 论资排辈、 平衡照顾。

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关键在于运用科学有
效的方法。必须加强系统谋划，注重统筹安排。
要把握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综合考虑教育培养、
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考
虑地方与部门、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选任制
与聘任制等不同类型干部特点，区别情况、分类
指导，不搞“一刀切”。要稳妥把握、精心操作、循
序渐进，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看准
了的要大胆实施，一时看不准的可先行试点，保
护好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真正做到改一项进一
步，积小胜为大胜。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
长沙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建设指挥
部日前通报， 该项目已基本完成项目
区防护区征拆， 并从7月份起开展现
场准备工作。 据介绍， 该项目落户于
长沙县北山镇北山村， 建成后将有效
解决我省非法处置医疗废物和工业危
险废物引发的环境问题。

长沙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是主
要由中央专项资金投资的大型公益性
环保项目， 属于我国规划建设的省级
危废处置中心。 该工程是一项民生工
程， 属于省、 市、 县环境保护重点工
程。

2011年6月， 由省政府牵头， 经
省环保厅、 省国土厅、 省住建厅等相
关职能部门联合审议， 项目定址于北
山镇北山村万谷岭。 该选址符合 《长
沙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3-2020）》，
有利于长、 株、 潭、 岳阳、 常德等工
业重镇产生的危废和医废的集中处
置。 项目立项以来先后通过可研批
复、 环评批复、 用地预审和选址审
查、 水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 并办理
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动土许可证
等相关手续， 目前前期工作有序推
进， 年底前将全面启动主体建设， 预
计工期为两年。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法》 和 《关于长沙危险废物
处置中心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 等有关规定， 该项目建设的卫生
防护距离为800米。 处置中心污染物
排放将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
规， 废气和废水排放都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 确保不对周围居民的健康产生
影响。 项目主要采取“焚烧、 填埋、
综合利用” 三位一体的方式来实现危
险废物的“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
化” 处理， 项目所选用的焚烧技术不
仅在国内首屈一指， 在国际上也处于
领先地位。

确保不对周围居民健康产生影响

长沙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建设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