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郭峰） 5月
29日， 经公安部批准， 在
平江县搜救落水妇女时牺
牲的2名消防战士被追认为
革命烈士， 并颁发献身国
防金质纪念章， 公安部分
别为其家属发放抚恤补助
金2万元； 湖南省公安厅追
认2人为共产党员、 记一等
功。

5月27日23时30分， 湖
南岳阳平江县一名妇女跳
江轻生， 平江县消防中队
接到报警后派出7名消防官

兵携带救援装备立即赶赴
现场救援。 中队战士梁德、
鲁松旭在营救跳江妇女时，
被卷入湍急的江水中， 不
幸牺牲。

梁德， 广西北海人，
1990年出生， 因工作表现
突出， 先后被支队嘉奖 2
次。 鲁松旭， 湖南浏阳人，
1993年出生， 两人生前同
为平江县消防中队战士。

30日上午10时30分，
梁德、 鲁松旭两位战士的
追悼会将在平江县殡仪馆
隆重举行。

消防战士梁德鲁松旭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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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督办的一起贩毒贩枪案告破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王曦 ）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 邵阳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 隆回县公安局经
长期缜密侦查， 于2014年5月成功破
获一起由公安部督办的贩毒贩枪案
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 缴获冰
毒47公斤， 制毒工具1套， 收缴枪支
16支、 子弹17发、 制枪工具2套， 一
条自广东至湖南、 江西的贩毒通道
就此截断。

2013年2月， 隆回县公安局在工
作中获得线索：一个外号叫“三哥”的
男子，多次伙同他人购买大宗毒品回

邵阳贩卖，同时还贩卖枪支、弹药。邵
阳市公安局立即立案侦查，并由市禁
毒支队和隆回县公安局联合成立专
案组侦办。

调查发现， 2013年2月以来， 该
团伙由“三哥” 等几人为主组织策
划， 几次筹集数百万元， 到广东汕
尾、 云南景洪购买大宗毒品， 继而由
团伙其余成员将毒品销往江西、 浙江
及我省长沙、 株洲、 怀化、 娄底等
地。 经缜密侦查， 4月18日， 省公安
厅领导亲赴邵阳指挥抓捕工作。

4月19日19时许， 专案组在邵阳

南高速出口截获“三哥”的车辆，发现
“三哥”本人和毒品均不在车内。专案
组立即组织审讯，据车内被捕同伙交
代线索和布控所得消息，于当日20时
许将“三哥”在隆回家中抓获，现场缴
获冰毒19公斤，制毒原料6公斤，毒资
16万余元。专案组随即乘胜追击，至5
月5日，最后3名涉案人员也在邵阳市
落入法网， 现场缴获贩毒车辆一台，
冰毒1公斤。

目前，该案主要成员已全部抓获到
案，公安机关正在对这起案件作进一步
深挖。

5月28日19时，集里街道办事处“红袖章”机动车治安巡逻队首发仪式上，队员们整装待发。近年来，浏阳市集里街道为
进一步打造“平安街道”，专门配备了义务巡逻员。 本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胡军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向健生

我省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
共有散居少数民族人口310多万，占全省少
数民族总人口的47%，且人口分布相对较为
集中， 大多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高寒
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5月29日上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全
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情况的报告， 为散居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听诊把脉”。

经济发展成“短板”
【现状】
我省散居少数民族地区在全省整个发

展板块中已呈明显的“塌陷”和“边缘”状
态。沅陵、会同等6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
2013年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分别为
21087元和1532元， 分别仅占全省人均水
平的57.36%和95.39%。

【声音】
“当前我省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发展水平不仅滞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
平，而且被民族自治地方抛在身后，已成为

湖南发展板块中典型的‘短板’”。石光明委
员在发言中说，近年来，在各级各部门的重
视和支持下， 我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取得
较好成效， 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
现较快发展。但由于底子薄、基础差、政府
扶持力度有限的因素， 这些地区发展整体
滞后的现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建议省政
府出台支持散居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
优惠政策，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石光明委员曾参加了省人大民侨外委
关于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情况的调研。 他介
绍，6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和大多数民族
乡位于高寒山区、林区，自然环境恶劣，行
路难、饮水难、用电难、通信难等问题突出，
成为了制约散居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瓶
颈。比如6个过半县里，目前仍有189个行政
村没通公路， 约占全省未通公路行政村比
重的37%。因此，要加大水 、电 、路 、讯等基
础设施投入，夯实发展基础。优先安排农村
公路通达通畅工程项目和资金， 并比照民
族自治地方提高公路补助标准。同时，加强
水利设施建设，重点改进山塘、病险水库、
河堤、水渠等农业灌溉系统，并加快农网改
造，降低群众用电成本。

加快发展必须因地制宜
【现状】
6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产业总量偏

小，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结构不合理，特色产
业不突出。99个民族乡80%以上的村是产业
空白村，农业管理基本是粗放经营、广种薄
收、靠天吃饭，市场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声音】
“支持散居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能搞

‘一刀切’， 必须因地制宜。” 曹儒国委员认
为，各个县、乡、村均有各自的特点。应当根
据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生态、 林业、 水能、旅
游、矿产等资源优势和区位特点，做好产业
发展规划，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同时，在安排
建设项目和专项资金时，对散居少数民族地
区给予必要的倾斜照顾，并完善和落实项目
配套资金减免政策。

“切忌盲目投入，否则就是一种浪费。
硬要在散居少数民族地区搞个世界500强
企业，不现实。”罗述勇委员建议，在扶持散
居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方面， 可结合当
地农业产业比重高的特点， 支持建设一批
生态农业、用材和经济林、花卉苗木、茶叶、

中药材和特色种养殖基地， 扶持农民专业
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着力培育各类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逐步形成产供销一
条龙服务体系。

扶贫重在造血
【现状】
6个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的336个贫困

村中， 高中文化程度人数比率不到20%，成
人文盲半文盲人数所占比率超过20%，掌握
实用新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不到10%。

【声音】
王秋沙委员认为，扶贫发展，人的素质很

重要。如果没有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作支撑，
帮扶发展只能“解决了一时解决不了一世”。因
此必须加大对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科
技等社会事业的扶持力度， 提高当地群众的
文化素质，使他们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

朱新民、谢鼎华等委员也认为，扶贫重
在造血。必须加大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统筹
抓好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帮助培养急
需的经营管理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
人才， 不断满足散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

“把脉”散居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杨滨瑞◎

（上接1版③）
作风问题 ， 归根到底是党性问

题。
不断锤炼党性，就必须自觉做到

“在党言党 ，在党爱党 ，在党忧党 ，在
党为党”；把一心为民作为终身信条，
把求真务实作为重要能力，把责任担
当作为职业操守，把清正廉洁作为从
政底线 ；坚定理想信念 ，把握好共产
党人的“总开关”，争做焦裕禄式的好
党员、好干部。

（七）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
亡。

于执政党而言，脱离群众是最大
的危险。 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
呼吸 、共命运 ，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坚
如磐石。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

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
动中， 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
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
站在焦裕禄精神面前，照一照自

己的思想， 看心里是否装着群众；照
一照自己的工作，看还有哪些群众不
满意的地方； 照一照自己的作风，看
是否真正做到了让群众好办事、为群
众办好事。

群众对党信得过， 才会跟着走，
才会跟着党一起干。

（八）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人正面
临一次跨越历史、面向未来的“赶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
坚强有力， 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
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是自然法
则，更是历史规律。

我们党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执
政党 ，时刻揣怀忧患意识 ，就能自觉
摆正自己的位置， 就不会脱离群众，
就不会贪图安逸 、奢靡腐败 ，就能保
持一股昂扬向上 、 锐意进取的精气
神。

当前， 湖南正处在发展转型、改
革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节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和改善
民生任务 ，呼唤全省党员干部 “从严
处要求、从实处着力”的工作作风。

弘扬 、践行焦裕禄精神 ，让我们
在推动“四化两型 ”建设 、促进 “三量
齐升”的征途中获得取之不竭的精神
动力。

（上接1版①）
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于6月26

至27日通过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管理信息系统(考生版)”（http:
//www.hneao.cn/ks）填报“贫困地区
定向计划”志愿。填报了该志愿的考
生必须从该网站打印《湖南省面向贫
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报名资格审

核表》， 如实填写并准备好相关材料，
于6月29日前一并交到报名点。经我省
统一组织审核合格的考生方可参与投
档和录取。对于弄虚作假的考生，一经
查实，取消今年高考录取资格。

“贫困地区定向计划” 录取控制
分数线原则上执行招生院校所在批
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省教育考试院

依据考生志愿按招生学校确定的投
档比例（不超过120%）投档，由招生院
校择优录取。未完成的计划再按考生
的“学校服从”志愿投档。如按“学校
服从” 志愿投档后生源仍不足时，我
省省属高校可适当降分投档录取（最
多降20分）。投档安排在本科一批“非
定向”志愿投档之前进行。

（紧接1版②） 会议要求， 各级政府
要严格预算管理， 申请转贷债券的
市县政府应当及时编制预算调整方
案， 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要加强对债券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
理， 确保债券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债务偿还机制，

落实偿还责任， 切实防范政府债务
风险。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
加强监督， 促进债券资金使用安全，
管理规范。

会议审议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全
省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情况的报告。会
议强调，省市县三级财政要逐年增加

投入，建立健全农田水利投入的稳定
增长机制。 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金
融资本投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要因
地制宜，逐步建立农民直接参与建设
管理的新机制。要加强对农田水利建
设项目和资金的监管，切实增强透明
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本报北京5月29日电 （记者 陈薇） 今天， 由
中国文联、 湖南省人民政府、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主办， 长沙市人民政府、 湖南省广播电影电视
局、 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承办的第27届中国电视
金鹰奖、 第10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启动仪式暨
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举办。 中国文
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夏潮， 中国文
联副主席、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赵化勇， 湖
南省文联主席谭仲池等出席。

中国电视金鹰奖是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
全国性电视艺术综合奖， 由专家、 中国视协会员
和观众共同进行评选的电视艺术奖。 自1983年举
办第1届评选， 金鹰奖迄今已成功举办了26届评
选。 从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衍生而来的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自2000年第1届至今也已成功举办9
届。 经过31年的风雨历程， 金鹰奖评选通过鼓励
电视艺术精品、 表彰优秀电视艺术人才， 为繁荣
我国电视艺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我国电视艺术的发展， 金鹰奖评选所涵
盖的类别也在不断完善。 据了解， 本届评选包含
了电视剧作品奖、 电视剧演员奖、 电视剧创作单
项奖、 电视文艺节目作品奖、 电视纪录片作品
奖、 电视文艺和纪录片创作单项奖、 电视动画片
作品奖、 电视公益广告片作品奖、 电视节目主持
人奖等9大类共计76个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 今
年的纪录片创作单项奖有15个， 较去年增加了4
个。

据第2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组委会办公室介
绍， 经过专家初审， 共有电视剧103部、 电视文
艺节目158部、 电视纪录片164部、 电视动画片28
部、 公益广告72部， 58位主持人角逐金鹰奖各个
奖项。 评选分为两个阶段： 电视剧作品奖观众投
票活动自2014年6月1日0时开始， 至6月30日24时
结束； 评选电视剧男、 女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的投票活动则是从7月15日0时开始， 至8月14日
24 时 结 束 （投 票 网 址 ： http://ent.sina.com.
cn/f/v/jinying2014)。 全部获奖情况将在第10届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上揭晓。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张华立介绍， 第10届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采取“3+1 （3个主题活动
加1个颁奖晚会）” 模式。 去年金鹰节中备受好评
的“我爱主持人” 主题活动今年与开幕式一起举
行。 除了隆重的颁奖典礼、 闭幕式及颁奖晚会，
今年金鹰节上还增设“移动互联时代的电视主题
活动”。 据了解， 这个活动将围绕“电视媒体如何
在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时代寻求新的发展和突
破” 的主题展开。

第2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今年金鹰节
将采取“3+1”模式

为救落水妇女英勇牺牲

3个主题活动加1个颁奖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