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白鸽来湘调研
“红十字博爱家园”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段涵
敏 谢璐 通讯员 刘赛华） 今天
上午，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来到宁乡县
流沙河镇合兴村，考察调研“红
十字博爱家园”建设情况。

2013年， 合兴村成功申报
“红十字会博爱家园项目”，目前
已建成集健身娱乐、防灾避险场
所于一体的“合兴村博爱文化广
场”， 成立了烤烟种植合作社和
土花猪养殖、 蔬菜种植专业户2
个生计帮扶发展项目点，解决了
近80人的就业问题，并对10户困
难家庭进行了救助。 据悉，目前
我省启动建设的“红十字博爱家
园”项目，已覆盖6市9县15个社
区（村），投入资金874万元，受益
人口2.2万。

赵白鸽肯定了我省“红十字
博爱家园”项目针对当地居民的
应急避险培训、 志愿者服务、帮
扶发展项目等本土化内容。 她
说，“红十字博爱家园” 项目，不
仅以社区为本“接地气”，还打通
了红十字会一直积极推广的救
援救护“最后一公里”，让当地居
民实实在在了解到各种实用的
应急避险技巧。 她希望，以打造
项目品牌为出发点，以推动项目
发展为着力点，以改善民生环境
为落脚点，实现博爱家园“防灾
减灾、健康促进、生计发展、人道
传播”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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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济林 彭见

素有“水电湘军”之誉的中国
水电八局，扬帆海外已整整18年。

18年里，“水电湘军” 辗转南
亚、南美、中东、非洲，业务范围涵
盖水利水电、火电、冶炼工程、市政
建设……

18年来，在1500多名湖湘子弟
的奋斗历程中，留下一串串难以忘
怀的记忆。

巴基斯坦：
战机从工地上空呼啸而过

巴基斯坦的巴罗塔水电站，是
水电八局走出国门的首个工地。

这个有10多家国外公司参建
的电站， 水电八局承建其大坝、厂
房等主体建筑。

时任该项目经理的黄敏至今
记得，2001年9月，工程进入关键阶
段，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
打乱了这里的节奏。

随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基地组
织实施空中打击。

巴罗塔水电站离阿富汗只有
100多公里， 美国战机几乎每天从
工地上空飞过，承建电站的外国公
司相继撤离。

透过巴基斯坦业主方忧虑的

眼神， 黄敏读懂了对方热切的期
待。 他毅然决定，带领队伍留下来、
继续干！

“那段时间，战机几乎天天从
工地上空呼啸而过， 各种担心都
有。 ”黄敏说。

两年后，电站如期发电，水电
八局员工作为建设功臣，落座庆祝
仪式主席台。

柬埔寨：地雷阵中建电站
在柬埔寨， 水电八局承接了6

个工程。 其中，总装机20万千瓦的
甘再水电站，地处热带丛林。 那里，
毒蛇、毒虫随处可见；施工现场，遍
布战乱留下的地雷，地下有、树上
也有。

扫雷和工程建设同步。
柬政府派出工兵排雷。 工地

上，常能听到士兵和当地乡民被炸
伤的消息。

工程测量， 最先面对地雷威
胁。 工程师汪建设，带着6名当地农
民工，背上干粮，扛着10多公斤重
的测量仪器，翻山越岭，出没在热
带丛林里。 冒着生命危险，汪建设
硬是在7天内完成20万平方米的砂
石系统地形补勘。

2007年9月， 汪建设准备进四
号料场测量。 排雷工兵在汪建设即
将进入的区域挖出12颗地雷。 这

事，汪建设现在想来仍心有余悸。

加纳：边“打摆子”边施工
2007年11月，水电八局开启非

洲之旅，承建加纳的布维水电站。
电站选址一望无际的热带丛

林，马蜂、毒蛇、黑蝇等众多，特别
是因蚊虫叮咬，疟疾频发。

时任该项目总经理的杨一心
说：“项目部在工地建了个医院，结
果医院成了最忙的地方，开工不到
一年，绝大部分员工都染上疟疾。 ”

工人们边“打摆子”边施工，为
防蚊虫叮咬，最热的天也穿着长衣
长裤、带着手套施工。

2013年底，水电站建成发电。

委内瑞拉：
有美女，也有抢劫

委内瑞拉石油储藏量特别丰
富；境内的安赫尔瀑布、梅里达雪
山等，都是世界著名景观。 这里，还
以美女众多而闻名世界。

“石油如海、美女如云、风景如
画，但不安定因素也多。 ”水电八局
国际公司总经理肖军对委内瑞拉
深有感触。

2010年3月， 肖军带队中标该
国新中心电厂燃气燃油工程。 原
本抱着美好遐想的“水电湘军”

员工， 却在这里经常遭遇抢劫。
规模较大的一次， 有12名中国员
工和3名当地员工被抢， 歹徒劫走
近20万元当地币、 13台电脑、 18
部手机。

历经艰险，该局承建的新中心
电厂终于投产，如今已为该国提供
了超过50亿千瓦时的电力。

莱索托：憧憬钻石梦想
在南非共和国版图中间，有一

个面积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莱索
托王国。

2011年，“水电湘军”来到这里，
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中之国修建
蓄水大坝，为其首都马塞卢供水。

南非盛产钻石、黄金。 包裹在
南非中间的莱索托王国，也有一座
大型钻石矿。

水电八局建设的麦特隆大坝，
就在盛产钻石的高山脚下。

2014年5月26日， 大坝建成试
运行， 源源不断的清水涌向马塞
卢。“水电湘军”在南部非洲树下的
这座丰碑， 成为莱索托最闪亮的

“钻石”！
随着国际业务不断拓展，“水

电湘军” 的海外故事也在继续演
绎。 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的故事
将写满五洲四海，传播得更广更远
更精彩。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王晗）8月
12日下午， 长沙市召开民营企业家座
谈会，15位省会民营企业家受省委常
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之邀，共话长
沙经济发展。 易炼红表示，全市各级党
委、政府要与民营企业携手致力转型创
新发展， 加速构建长沙民营经济升级
版。

今年上半年，长沙市经济保持了平
稳较快增长，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
比已超过60%，是长沙经济发展名副其
实的主力军和极具潜力的增长点。易炼
红十分关注民营企业发展， 曾于2013
年6月8日、2014年4月24日邀请企业家
们面对面交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出路
把脉问诊。

“今天发言时间没有限制，请大家
直奔主题。”一开场，易炼红坦率的话语
让企业家们倍感亲切，大家踊跃建言。

“资金压力持续吃紧，建议政府出

台金融优先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土
地供应、征地拆迁迟缓，希望政府给予
民间资本更多的优势资源。”“个别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不作为、枉作为现象依然
存在。 ”……

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晚8时， 易炼
红一一记录，并不时插话当场开出“处
方”。

“对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要铁
腕问责， 绝不姑息， 一定要优化发展环
境，促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易炼红强
调，当前长沙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发力，
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和动力， 力推长
沙民营经济升级发展。 要建立公平、开
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对民营企业与其他
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 支持民间资
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
等社会事业；进一步简政放权，消除行政
审批背后的“肠梗阻”；积极为民营企业
自主创新鼓劲加油、提供支持。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贺
佳）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株潭
两型试验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张文雄在长株潭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推进工作会议上强调，加
快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全面深化
改革进程，确保率先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率先向基本现代化迈
进、率先建成全国两型社会建设
示范区。

“全面小康是基本目标，两
型社会是重要目标，现代化是根
本目标。 ”张文雄说，省委、省政
府赋予长株潭“三个率先”的重
任，就是希望长株潭充分发挥核
心增长极作用、龙头牵引作用和
示范带头作用。 长株潭已经具备
加快“三个率先”的厚实基础，但
还有不小差距， 必须干在实处、
走在前头， 为全省发展探索路
子、积累经验，作出更大贡献。

张文雄强调， 加快“三个

率先”， 经济是基础， 县域是重
点， 改革是动力。 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关键要加快县域经济
发展；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关
键要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
镇化； 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型
城镇化， 关键要抓项目建设。
要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进程， 切
实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
关键点， 围绕服务经济发展抓
行政体制改革， 围绕发展现代
农业抓土地流转机制改革， 围
绕城乡一体化抓综合配套改革，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抓体制机制
改革， 围绕促进社会和谐抓社
会治理机制改革。

张文雄要求，长株潭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指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要切实把帮扶措施落实到县
市区， 落实到项目和政策上，大
力支持长株潭实现“三个率先”
目标。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欧阳建勋 周聪颖）今天上午，副省长张
硕辅率省粮食局一行赴衡阳市检查早稻
托市收购工作。他要求，全省粮食系统要
在收粮一线为农民热情服务， 确保农民
交上明白粮；为国家严格把关，确保收储
到粮库的粮食符合质量要求。

省粮食局局长张亦贤介绍，我省自
7月28日启动早稻托市收购， 截至8月
10日， 已经以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早
稻近50万吨， 目前总体收购进度平稳
递增，秩序良好。

衡阳是湘南粮食主产区。张硕辅先
后来到衡阳三塘粮库、茅坪粮库，检查
收储政策是否详细公示“上墙”，供送粮

农民使用的防暑避温设施是否齐全，抽
样检测、卸粮入库等各个服务环节是否
到位，现场询问农民售粮后能否立即拿
到售粮款等。 通过深入了解，张硕辅对
衡阳的收储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对坚守
一线的收粮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并要求
粮食系统继续做好政策宣传，继续提高
服务水平， 让种粮农民明明白白交上
“舒心粮”。

在检查过程中， 张硕辅还强调，提
供热情服务的同时，也要严把粮食质量
关口，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切实做到“以
质论价”，严厉打击“以陈混新、以陈充
新”的行为，确保收上的粮食储得好、用
得上。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刘勇）早稻
托市收购正酣， 记者连日走访湘北、湘
南收储现场发现，专门的粮食经纪人取
代种粮散户，成为送粮队伍主体。

跟过去的“粮贩子”靠赚取买卖差
价而获利不同的是，这些送粮到定点收
储点代售的经纪人，靠收取代售服务费
而获利。

沅江市南咀镇的李国祥，从7月28
日全省启动早稻托市收购政策开始，就
天天守在当地的定点收储点排队代售。
他告诉记者，他们有专人在收储点周边
乡镇收集售粮散户信息，汇总协调后再
组织车辆统一送往收储点。 粮食卖到
收储点后， 李国祥按实把售粮款全部
交给售粮农户， 农户只需向李
国祥交运输费用， 以及每
50公斤0.5元的代售服务
费。 半个多月来，他们平均
每天代散户售粮200多吨，
收入不菲。 不过李国祥坦
言，他从每天早上7时到晚
上22时都在收储点忙上忙
下，全身“汗沾灰”，他的同
伴收集信息也晒得“黑乎

乎”，赚的都是“辛苦钱”。
经纪人的出现，大大方便了种粮散

户。 记者了解到，国家实行的最低收购
价是“到库价”，但许多散户缺乏劳力装
卸粮食，缺乏车辆运输，有的也不愿意
为卖一点点粮食耗上一天时间，都乐于
把粮食交给经纪人代售。

许多收储点一线工作人员反映，经
纪人代售粮食一般都先对质量把了关，
他们对国家的收储要求很清楚，一般不
会把不符合收储要求的粮食送来，以免
白白浪费自己的赚钱时间，因而他们送
粮入库速度相对较快。

长沙加速构建民营经济升级版
易炼红邀请民营企业家代表座谈

鲜为人知的珍贵记忆
———“水电湘军”扬帆海外的故事

张文雄在长株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推进工作会议上要求

以县域为重点 向改革要动力
加快实现“三个率先”

本报 8月 13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徐林）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出
《全面深化统计改革的实施意见》 （以
下简称 《实施意见》）， 要求各级政府
和有关部门， 要以解决事关统计发展
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为导向， 全面深化统计改革， 提高
统计能力、 数据质量和政府统计公信
力， 大力推进现代化服务型统计建设，
努力提高统计工作水平。

《实施意见》 指出， 这次统计改
革的主要任务， 是要加快建立能够全
面准确反映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 质
量效益、 资源环境、 科技创新、 民生
改善状况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评价监测
指标体系， 减小地区GDP （地区生产
总值） 在政绩考核评价中的权重， 加
大资源消耗、 质量效益、 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 安全生产、 民生改善等指
标的权重， 全面反映文化生活实际，
反映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实现程度， 完善
“两型社会” 建设评价体系， 构建技术
手段先进、 获取数据信息渠道多样的
统计调查方法体系。 以提高统计数据
质量为重点， 建立管理严格规范、 过
程质量可控的统计管理体系。 加快建

立统计法律法规、 统计标准和统计调
查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评估报告制度，
完善主要统计指标数据评估办法， 科
学审核评估数据。 进一步完善统计管
理体制， 坚决履行独立调查、 独立报
告、 独立监督的职责， 建立健全并不
断完善源头数据质量核查机制。 严格
统计执法， 严肃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实施意见》还提出了深化统计改
革的14项工作：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 组织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
改革GDP核算方法；建立地区生产总值
分季核算制度； 加快建立统一完整、不
重不漏、 真实可靠的基本单位名录库；
完善小康监测制度和“两型社会”建设
监测制度；规范所有制经济统计；加强
农村新型组织统计工作； 规范城乡划
分，建立健全城镇化统计制度；积极研
究和探索采用产品物量指数与价格缩
减相结合计算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方
法；深化和全面推进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改革；完善新型服务业统计，加强电子
商务统计调查；完善就业失业统计监测
制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统
计数据采集、 开发和发布全流程信息
化；建立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充分利用
大数据及先进技术改进统计工作。

省政府办公厅发文要求

全面深化统计改革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建梅） 时令已过立秋，
天气逐渐转凉， 由寒带地区飞来
的大批候鸟， 将沿着我省的雪峰
山脉、 罗霄山脉、 武陵山脉3条
千年鸟道， 飞往热带地区越冬。

为了让过境候鸟自由飞翔、
安全过冬， 近日召开的全省候鸟
等野生动物保护专题电视电话会
议部署， 开展代号为“天剑” 的
专项行动， 为今秋候鸟迁徙保驾
护航。 据悉， 这是我省首次为保
护候鸟召开专题会议。

“天剑” 行动从8月10日持
续开展到11月30日， 为期近4个

月， 将重点打击非法打鸟、 非法
毒鸟、 非法狩猎的行为， 非法设
立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收购 、 销
售点的行为， 非法运输、 走私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为， 非法
加工销售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行
为， 狩猎证持有者非法猎捕的行
为。

会议要求， 蓝山、 桂东、 炎
陵等重点地区的候鸟保护站要实

行24小时巡护值守， 其他候鸟迁
飞通道、 停歇地、 栖息地需根据
实际情况， 组织人员开展巡护，
并加大巡查频率， 特别是候鸟集
中分布的重点地区和交界地带要
周密巡查， 不留死角， 发现问题
要及时处置。 从9月1日起， 全省
将开始实行巡护值守情况报告制
度， 重点迁徙林区县实行“一日
一报”。

经纪人成送粮队伍主体
充实自己腰包，方便种粮散户，助力质量把关

张硕辅检查早稻托市收购时要求

为农民热情服务 为国家严格把关

“天剑”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
蓝山、桂东、炎陵等地候鸟保护站实行24小时巡护值守

8月12日， 学员参观衡阳铀城272厂尾矿坝， 现场学习铀尾矿安全处理知识。
当日， 中国核工业2014年新进人员培训班第五营在南华大学开课， 263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学员在这里开始了他们走进核工业事业的第一步。 曹正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