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最大最强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在贵州架设完成
■直径500米，由4450个反射单元拼成

“天眼”
睁眼

湘潭县射埠镇盛源村，政府筹资为村民打井引水，建成三年从未使用———

饮水工程,想说爱你不容易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邹太平

7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
是腐败。 反腐倡廉、 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
鸣。”这在全省纪检监察干部中引起强烈反
响。

“向中央看齐，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找答
案。”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推动各
项工作落小落细落实， 时刻坚持把党纪党
规挺在前面，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 让老
百姓感受到更多“获得感”。

“纪律就是管党治党的尺子”
“纪检监察工作责任重大，必须勇于担

当。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明晰责任、担起
责任、追究责任。”在看完大会直播后，常德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陈恢清感慨。

今年来，常德市纪委认真落实部署，坚
持从严监督执纪问责， 保持了全面从严治
党的压倒性态势。陈恢清表示，下一步，常
德市纪委将紧紧扭住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不放，在抓深、管长、落实、见效方面
下狠功夫，通过建立健全高标准、高质量、
战斗性的领导班子集体谈心谈话制度，推
动各级党组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净化党
内政治生态， 不断巩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
础。

成立不久的谈话与函询办公室， 是郴
州市纪委探索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
第一种形态的新举措。如今，谈话函询在郴
州正逐步实现常态化，有效发挥着“防止小
毛病演变成大问题”的监督作用。

“纪律就是管党治党的尺子。”郴州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超表示，落实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 首先就要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
正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从
严监督管理体现在日常，通过谈话函询、约
谈提醒强化事前监督，对一些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处
置，真正让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历经破坏选举案、 连续两任市委书记

被查的伤痛，衡阳重建“山清水秀”的政治
生态任务艰巨， 也给纪检干部们带来更为
严峻的课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管党治党，
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
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下转2版②）

“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找答案”
———全省纪检监察干部热议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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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雷云 邓新刚）6月28日，央视微电
影频道“寻找英雄儿女”6集微电影《枪声
响起》正式上线，故事全部取材于岳阳禁
毒民警胡光志等人的英雄事迹。岳阳市开
展“三项行动” 以来，“中国法治人物”袁
荣、“全国优秀法官”刘其盛等一批优秀干
警，引领全市政法队伍把忠诚、干净、担当
作为自觉追求，开创了“平安岳阳”建设新
局面。

今年初，岳阳市委把防控风险、服务发
展和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摆在突出位置，部
署开展“增强四种意识、做到三个看齐”、医
患矛盾纠纷综合整治、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
资3个专项行动， 打造平安岳阳建设升级
版。该市推动政法干警强化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对“不严、不公、
不廉、不为”问题零容忍，查处政法干警违
纪违法案件32起49人。

按照“破案多不如发案少”的思路，该

市着力补齐平安建设硬件短板。 以信息化
为支撑、网格化和视频监控升级为重点，建
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投入4亿多元完善
“天网”，实现“探头站岗”、“鼠标巡逻”，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稳步提升。 在全省安全
感调查中， 岳阳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
排名第二。

一手打“医闹”、一手正医风，妥善处理
医患纠纷。 全市今年发生医患矛盾纠纷25
起，未发生一起到县赴市闹访和辱医、伤医

事件。医疗机构坚持“刀口向内”，提升医
术、医德、医风，优化服务流程，畅通诉求渠
道，实行源头治理。

该市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专项行动
坚持宣传、打击、帮扶并举，对民间借贷引
发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打击，共立
案侦办19起民间涉嫌非法集资案，涉案金
额7.6亿元，确保了社会稳定。在2015年全
省金融生态评估中，岳阳司法环境排名全
省第一。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郭玉成 王静思）“创新， 让生活更美
好！”今天，从株洲云龙示范区传来消息，设
在该区的华强方特二期梦幻王国即将开门
迎客，园内聚集了“华夏五千年”等20多个
文化创意项目。

云龙示范区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5大
示范区之一，位居三市融城之核，成为株洲
向北与长潭融城的“排头兵”。经过7年探索，

该区以“生态”绿色思维和“智慧”创新方式，
解开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门扣，推动
生态、文化、旅游融合，跻身国家首批绿色生
态示范城区与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城区，并获
得中国自主创新园区生态文明奖。

今年， 云龙示范区安排攻坚项目86个，
总投资346.6亿元，1至5月完成融投资100多
亿元。目前，与中冶二十集团合作、总投资60
亿元的PPP基础设施项目，拉开了轨道交通

城中车大道等路网建设。中国移动数据中心
总投资40亿元，启动建设我省最大的综合性
大数据平台和云计算中心。株洲职教科技园
建设驶入快车道， 今年计划完成投资18.13
亿元，已有5所院校开学。同时，湖南微软创
新中心（MIC）、 微软IT学院等相继建成开
放，吸引斯凯通航、翼高尔科技等企业入驻，
成为全省无人机产业化龙头。 华强主题公
园、 云龙水上乐园等大批旅游项目集聚发

展，今年接待游客预计可达120万人次。
当前， 面对长株潭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新机遇， 云龙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蔡
周良表示，将始终坚持“两型引领”，突出
“创新为体、文化为魂”，加速建设世界轨道
交通研发、全国职教创新创业、湖南文旅创
意、湖南企业总部4大创新基地，加快形成
智慧旅游、总部经济、职教创新3大产业集
聚区。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于思洋） 洞庭湖高洪水位将至少
维持一周，堤防出险几率增加。省防指今
天召开防汛会商会，要求把握当前防汛抗
灾工作重点， 既要继续抓好山洪灾害防
御、城镇防涝、水库防守等重点，也要特别
加强洞庭湖区的防汛抗洪工作，切实做好
抢险准备。各类抢险人员、物资要随时待
命，确保抢险到位及时。

会商会透露，受强降雨影响，多地出
现险情。 常德市鼎城区八官垸高水间堤
K21+785-K21+815发生内垮坡险情，正
在紧急处置。隆回县司门镇倒塌房屋3间，
转移群众420余名，部分公路中断。长沙
市城区部分低洼地带内涝。

据最新气象预报，7月3日至5日，湘
西、湘中以北地区仍有持续性暴雨天气。

（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谢胜虎 柳潇）今天17时，洞庭湖城
陵矶水文站水位涨至32.51米，超过32.5米
警戒水位。这标志着洞庭湖区成为我省防
汛抗灾主战场。

7月2日8时至3日8时， 全省平均降雨
30.2毫米， 共52个县650个雨量站降雨超
过50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东北到湘西
南一带的娄底、长沙、岳阳、益阳等地；点
最大降雨为浏阳市寒婆坳站252.5毫米，
其次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南团坝站
211.0毫米。

省防指7月2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切
实做好洞庭湖区防洪工作， 确保防洪安

全，不溃一堤一垸。省防指加强对凤滩、江
垭、皂市等大型水库的防洪调度，统筹兼
顾上下游，通过预泄腾库、适时拦蓄等调
度措施，积极拦洪削峰，最大限度减轻洪
灾损失。 省国土资源厅派出7个督导组指
导各地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省水利厅
派出3个工作组指导洞庭湖区防汛工作。

据省水文局副局长宁迈进介绍，根据
当前雨水情及长江三峡调度情况，预计城
陵矶站将于7月5日迎来洪峰，洪峰水位约
33.1米。

城陵矶水文站为洞庭湖控制站，其水
位涨落对于长江中下游防洪具有标志性
意义。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刘银艳）记者今天
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 从2016年5
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我省阶段性降低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和失业保险费率。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出《关于阶
段性降低全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率
的通知》，具体下降比例为：

从2016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全
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由
20％降低为19％。

从2016年5月1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止，全
省失业保险总费率由2％降至1.5％，其中：单位费
率由1.3％降至1％，个人费率由0.7％降至0.5％。

据悉，此次是阶段性降低缴费比例，期满后，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按照国务院
部署和湖南基金支撑能力的实际情况， 再统一作
相应调整。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彭文 肖晓运

6月28日至29日， 文化部召开促进文化消费
工作会，长沙入选全国“第一批国家文化消费试点
城市”。曾经的“娱乐之都”长沙，正发力文化供给
侧，启动文化消费新引擎。

20元听一场音乐会，“文化礼包”阔气
“在那灯明深处，有人早已激动至泪流满面。

音乐的力量，言有尽而意无穷。”
5月18日晚， 在长沙音乐厅上演的德意志威

斯巴赫童声合唱团音乐会， 满场观众经久不息的
掌声和欢呼声让乐团返场数次， 乐评人杨松霖观
后这样写道。

长沙音乐厅建成之初， 曾有人担心高雅音乐
在长沙这个“娱乐之都”会“水土不服”。然而，运营
半年来，月均演出超过20场，平均上座率达到了
90%以上。

高端演出多了， 这是长沙市民对于文化消费
变化最直接的感受。

近年来，长沙实验剧场投入使用，滨江文化园
“三馆一厅”开放运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年底即将亮相，公共文化设施的完备，丰富了文化
产品供给， 让长沙市民有条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国际品质的演出、展览。

“长沙音乐厅每年政府补助，购买服务，要求
每年至少演出200场，全年平均票价不高于240元/场，
真正做到‘高贵不贵，文化惠民’。”长沙市文广新
局党委书记、局长杨长江介绍。

20元钱可以买一张长沙音乐厅的门票；去
KTV唱歌送包房券；去看电影送免费场次……

为了引导市民文化消费， 长沙市政府送出了
“文化礼包”———

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政府购买公共文化
服务，出台了《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
文化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制定了政府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的目录清单。

（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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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岳阳”全面升级
在全省安全感调查中，岳阳市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排名第二

“创新云龙”加速发展
株洲云龙示范区正加快建设4大创新基地，形成3大产业集聚区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张湘河 ） 日前，
湖南省精准扶贫科技助力工程启动式在花垣县十
八洞村举行， 省科协、 省扶贫办、 省农科院和自
治州政府负责人以及省科技专家组、 省直派驻湘
西定点村帮扶工作队代表,与十八洞村村民共聚
一堂， 共话精准科技扶贫大计。

启动式上， 有关部门负责人宣布了自治州
的10个贫困村为湖南省精准扶贫科技助力工程
首批省级项目选点村， 同时， 宣布了对口帮扶
的省首批10个科技专家小组成员名单。 省直帮
扶工作队和省科技专家小组在启动式后现场进行
了对接。

精准扶贫科技助力工程旨在通过科技引领激
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 增强贫困村、 贫困户造
血功能。 对口选派科技专家组将为驻点贫困村及
贫困户提供便利、 有效的科技服务， 实施贫困村
科普组织和科普带头人及产业发展培育计划、 贫
困人口就业能力提升计划、 贫困人口科学素质提
升计划。

城陵矶站超过32.5米警戒水位

洞庭湖区成为防汛主战场

湖南阶段性降低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

同时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我省启动精准扶贫
科技助力工程

获批“第一批国家文化
消费试点城市”———

长沙：供给侧发力
激活文化消费

洞庭湖堤防出险几率增加
省防指要求切实做好抢险准备

7月3日8时，岳阳市湘阴县嵩涛路文星中学宿舍外积水严重，150余名师生被困。该县消
防官兵迅速赶到现场，用消防梯、消防绳等架起救援通道，及时将师生转移脱险。 李治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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