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晚8时许， 华容县新华垸38千米大堤灯光闪亮， 决口堵口正紧张进行。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唐俊 摄影报道

星夜抢险新华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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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0日讯（曹辉 蒋睿 李璞）
7月5日和6日， 湘潭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委
常委会相继通过了《关于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的三年行动计划》。 根据规划， 该市将按照
“举红色旗、打文化牌、走生态路”的发展战
略，打造一批主题鲜明、交通便利、服务配
套、环境优美、吸引力强的全国性旅游产品、
国际性旅游品牌、开放式旅游目的地，全力
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建设。

湘潭是全国知名红色旅游胜地，是一代
伟人毛泽东、开国元帅彭德怀、世界文化名
人齐白石和开国大将陈赓、谭政的故乡。 近

年来，该市稳步推进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示范区、全国红色旅游国际合作创建区的建
设。 同时，还大力开发绿色旅游景点，如昭山
风景区提质改造工程、盘龙大观园“冲刺”
全国5A景区等几大项目建成后，将为莲城再
添几抹“新绿”。

据湘潭市旅游外事侨务港澳局局长张
昱介绍，未来3年，湘潭市将以“三山两水一
湾”， 即韶山、 昭山、 隐山， 水府旅游区、
湘江旅游带， 窑湾文化旅游街区为开发重
点， 设立全域旅游专项发展资金近10亿元，
重奖成功创建的5A级景区、 五星级旅游饭

店、 五星级旅行社、 五星级乡村旅游区
（点） 和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 每年安排全
域旅游宣传促销专项资金500万元和每年
200万元的“厕所革命” 补助资金； 新增1
至2家五星级旅游饭店， 引进2个以上国际
知名酒店品牌， 扶持壮大一批特色鲜明的
旅游客栈。

今年上半年， 湘潭市接待游客2240.4万
人次， 同比增长18.33%， 其中接待境外游
客2.64万人次， 同比增长19.28%； 实现旅游
总收入153.66亿元， 同比增长24.97%。

（相关报道详见6-7版）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李蓉仙） 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龙上村
残疾老人邓小英近日很高兴。 原来，她家3千
瓦家庭户用光伏电站已并网发电。 据测算，
这个电站每年可带来4000元以上收入，3万
元投资7年可收回。 而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邓小英家建光伏电站获得了驻村帮扶工作
队1万元资助，另外获得2万元金融扶贫小额
贴息贷款。

目前，龙上村38户贫困户全部签订了协
议，每户都将建设光伏电站。 工作队还全额
投资50万元，为村集体建了一个50千瓦光伏

电站，已并网发电。 现在，邓小英每天都要去
看看电表、数数发电数，她说：“党和政府‘电
力扶贫’ 搞得好， 我们轻轻松松就有了收
入。 ”

2014年，经详细摸排，株洲市确定重点
贫困村194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5.64万户、
18.09万人。 去年10月，株洲市委、市政府提
出“扶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 力争在2017年全面实现小康总目标。
为此，该市主要通过开发式扶贫，在今、明两
年精准投入5.7亿元，大力实施交通、水利、电
力、通讯和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扶贫“五大

工程”，为稳定脱贫提供长期保障。
目前，株洲市扶贫“五大工程”进展顺利，

各贫困村窄路加宽、 危桥改造等项目前期
工作已完成； 17座病险水库已治理完毕11
座； 电力扶贫工程 （包括开发光伏电能等）
今年已完成投资4200万元， 占年度计划的
40.8%； 通信扶贫投资总体已完成一半， 其
中株洲联通完成32个贫困村网络覆盖、 占
年度计划76%； 校园校舍建设竣工率66.5%，
有103个贫困村新建、 改建了村卫生室， 并
已为贫困村培训乡村医生178名， 最近即可
上岗。

设立专项资金近10亿元 重点开发“三山两水一湾”

湘潭开启全域旅游时代

投入5.7亿元 实施“五大工程”

株洲力推基础设施扶贫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6月中下旬，杨梅熟了。 新湖南客户端、
红网等媒体纷纷推出杨梅宣传专题，帮助靖
州、新化等贫困地区果农打开市场。“你们的
内容扎根湖南， 帮助好的农产品走出去，解
决了农民最担心的问题。 ”6月16日，在调研
网信工作和新媒体发展时，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称赞道。

既发挥宣传优势开展驻村帮扶，也提炼升
华精准扶贫的实践成果，还广泛动员全社会力
量参与扶贫……湖南省新闻宣传系统听从脱
贫攻坚战的冲锋号令， 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
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正以新闻扶贫的湖南创
新，凝聚起脱贫攻坚战的磅礴力量。

“结穷亲”，接上地气———
定点帮扶，倾情贫困村

位于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的香草源，
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今成了香饽饽！

今年春节，湖南卫视《湖南新闻联播》推出
“新春走基层”特别节目，连续5天推出《直播香
草源》大型报道，展示瑶寨的风土人情、时代风
貌和瑶族同胞的新年梦想。新湖南客户端同步

直播。 如今，香草源火了！该县旅游局3月26日
开通的“直通香草源”旅游专线，也因游客日
增，由每周发车一趟增加到两趟。

《直播香草源》的创意，来自湖南广播电
视台驻湘江乡桐冲口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云
捷的建议。 为了拉动湘江乡旅游业的发展，
云捷多次请求湖南广播电视台将香草源景
区作为该台2016年“新春走基层”节目的直
播点进行宣传推广。

2015年4月，按照省委统一部署，省委宣传
部、湖南日报社、湖南广播电视台均派出工作
队，分别定点一个省级贫困村，实行驻村帮扶。

“一座房，两座房，青青的瓦，白白的墙，
宽宽的门，大大的窗。 窗前瓜果香，屋后树成
行。 哪座房子最漂亮？ 就数我们小学堂。 ”江
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塘头坪村小学，成了这
个省级贫困村最动人的风景。

此前，孩子们在一处危房里上课。 去年4
月，省委宣传部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塘头坪
村， 首先就帮助完善了村小学等基础设施，
并对村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富口
袋，也要富脑袋。 ”如今，塘头坪村“颜值”高
了，路平坦了，风气也好了……

对定点帮扶的怀化市鹤城区凉亭坳乡

枫木潭村，湖南日报社除了高标准开展精准
识别、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帮扶、危房改造等，
还发挥新闻媒体优势,今年春节期间派出7名
记者，推出“枫木潭七日”系列报道，并给每个
贫困户拍摄“全家福”……

在定点帮扶、“一进二访”过程中，省委宣传
部、湖南日报社、湖南广播电视台的领导和机关
干部与贫困户“结穷亲”，接上了精准扶贫的地
气，增强了新闻扶贫的自觉性、紧迫感。

提炼升华精准扶贫实践成果———
扶贫报道，打开一扇窗

讲好扶贫故事，提炼脱贫经验，激发内
生动力……全省新闻宣传系统深入贯彻《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定》，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宣传工作，为脱贫攻
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为贫困地区、贫困人
口打开了一扇窗。

从2014年中国首个“扶贫日”开始，省委
宣传部每年都部署省内新闻媒体聚焦扶贫
报道，大力营造扶贫攻坚的良好氛围；连续3
年将精准扶贫作为“热点话题谈心录”选题，
全省所有新闻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网络、
新媒体）同步刊播。 （下转2版）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谢胜虎） 洞庭湖区各类堤防已高水位
运行较长时间， 出险几率增大。 今天， 省
防指向长沙、 岳阳、 常德、 益阳等市防指
发出通知， 强调务必按照省委、 省政府部
署， 进一步加强堤防巡查防守， 严防退水
垮堤。

截至今天20时， 洞庭湖区水位仍然较
高， 其中城陵矶站水位34.06米， 超警1.56
米， 水位回落缓慢。 岳阳、 常德、 益阳3市
仍有71个堤垸1785公里堤防超警戒水位，
其中建新垸等9个堤垸177公里大堤超保证
水位。

省防指要求， 严格落实责任， 全面巡
堤查险。 进一步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
核心的防汛抗灾责任制。 各级防汛行政责
任人必须到岗到位， 靠前指挥， 全力组织。
各级堤防防守责任人必须执行24小时巡查

制度， 认真驻堤巡查防守。 要上足巡堤查
险劳力， 上下联动， 全面巡查， 重点巡查
穿堤建筑物、 险工险段、 水闸、 泵站等。
发现险情， 要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并应急
处置， 决不能隐瞒不报、 迟报、 漏报。

省防指强调， 全力抢险处险， 落实抢
险准备。 险情发生后， 各地要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全力抢险， 提
前做好人员转移等工作， 确保堤防安全、
人员安全。 要进一步落实专业化与群众化
相结合的防汛抢险队伍， 所有队伍和人员
要集结待命， 准备抢险。 各级防指要联合
纪检监察部门， 对各地防汛责任人到岗履
职情况进行督查和抽查， 重点督查夜晚、
用餐、 换班、 周末等时段防守责任人到岗
履职的情况。 对因工作不落实、 责任不到
位、 失职渎职、 擅离职守的， 要严格追究、
严惩不贷。

湖南日报评论员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
引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湖南特点哲学社
会科学”， 在日前举行的全省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徐守盛发出了繁荣
发展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动员令。

哲学社会科学， 以其对人心与社会的巨
大影响而不可或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是中国
历代文人学士追求的最高境界 ；“立时代之
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 ”，是时
代赋予社科工作者的责任担当与光荣使命。

中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 湖南是哲学
社会科学大省。 湖湘学术具有悠久历史与光
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提到
七位湖湘先哲 ： 从周敦颐到王夫之再到魏
源，刻画出湖湘学派的发展轨迹 ；从毛泽东
到李达、翦伯赞、吕振羽，为二十世纪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 、大众化 、时代化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如今，历史的重担移到了当代湖南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
肩负起繁荣发展湖湘哲学社会科学的光

荣使命，首先要有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七一” 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 要说哪个政
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
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
由自信的”。这种自信，理当体现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中。 一切的“言必称希腊”，匍匐在西方
学说、“普世价值”脚下的学术自卑，都应该抛
弃。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
湘水余波”。 这种湖湘学人的自信，理当流淌
在当今湘人的血液中。

繁荣发展湖湘哲学社会科学， 要发扬实
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宝贵传统。 实事求是、经
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内核，也是毛泽东思想
的精髓 。 哲学社会科学如果不能直面时代
要求 ， 直面发展需要 ， 就失去了存在的价
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述学立论，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建言献策。 对
于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就是要直

面影响我省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挑战：
比如，如何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闯

出一条新路，如何在对接长江经济带、对接“一
带一路”战略中构筑湖南的开放高地，如何在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中、让“一核”“三极”
“四带”“多点”同轴驱动、协同发力，如何啃下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中的“硬骨头”、保证湖
南在新一轮起跑中赢得先机……这些都需要
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发声。

肩负起繁荣发展湖湘哲学社会科学的光
荣使命，还得勇于创新。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
尺从天乞活埋”。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
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
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
会‘肌无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
人、 世无成例的伟大探索及其在湖南的实践，
多么需要转化为创新的学术成果啊。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我们期待，在时
代的洪流中 ，湖湘学人能建不世之功 ，立不
朽之言。

凝聚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
———新闻扶贫的湖南创新

湖区堤防出险几率增大
省防指要求进一步加强堤防巡查防守

肩负起繁荣发展湖湘哲学社会科学的光荣使命
——— 一论学习贯彻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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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柳德新 唐
婷 贺佳） 华容县新华垸7月10日发生重大
险情， 于11时左右内溃。 省委书记、 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 省长
杜家毫第一时间要求， 尽快转移垸内群众，
确保人员安全， 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内溃
后， 省、 市、 县集中力量转移群众、 抢险
救灾。 截至今天21时， 省防指暂未收到人
员伤亡报告。

新华垸位于湖南省24个蓄洪垸之一的
钱粮湖大圈内， 由长江入洞庭湖的四支之
一———华容河两条分支形成。 总面积6.6万
亩， 登记总人口27488人， 辖治河渡镇， 共
6个村2个居委会。 由于当地强降雨， 华容
河水位7月3日16时就超过33.50米的警戒水
位， 7月8日起一直超过35.00米的保证水
位。 今天8时， 新华垸水位达到35.15米，
超保证水位0.15米。 9时40分， 新华垸红旗
闸下游10米处发生重大管涌险情， 经1个多
小时抢险， 因险情过大， 于10时57分溃决。

徐守盛强调， 各地务必要深刻吸取华
容县新华垸内溃的教训， 举一反三， 切实
加强防汛抗灾工作， 确保退水时不溃堤，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最大限度地减少
群众损失。 各地党政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
当前的汛情， 必须亲自安排， 亲自部署。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队开展巡堤查险， 不
能放过一丝隐患， 不能留下一处空白。 各
级防汛责任人及查险抢险力量必须到岗到
位， 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处置， 不允许隐患
酿成大险， 大险发展为溃垸。 各地要加强
督促检查， 对责任不落实、 责任人未到位、
巡堤查险不力、 应急处置不到位等要严肃
处理， 追究责任。

杜家毫要求， 迅速组织群众撤离， 确
保人员安全， 尽最大可能减少群众损失；
要抓紧组织力量抢险， 尽快堵住决口； 要

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抢险工作， 加强灾区卫
生防疫工作，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社会
大局稳定。

正在我省指导抢险的国家防总工作组
获知险情后，立即从益阳市赶赴华容县出险
地点指导。 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
副省长何报翔、戴道晋，省军区参谋长郭辑
山、武警湖南省总队政委蒋建宇已于今天下
午赶到现场，岳阳市、华容县党政主要领导
紧急赶赴现场，指挥抢险救灾。

各方力量向新华垸紧急集结， 全力组
织抢险。 省防指已协调省军区、 武警湖南
省总队出动2000名官兵投入抢险救灾。 省
防指请求国家防总紧急调拨20万平方米彩
条布、 35万个编织袋、 3000个钢丝网兜、
4000片铅丝网片等抢险器材运往溃口现
场。 今天20时， 省防指又协调陆军第41集
团军舟桥部队84团出动部队承担200米浮桥
搭建任务。 当地组织力量抢修垸内隔堤，
截至今天15时， 加固垸内4公里左右隔堤，
并全部用彩条布覆盖。

省、 市防指及时调度相应的节制闸，
禁止外排机埠向华容河排水。 经省防指紧
急协调湖北省， 石首市全部机埠已于今天
15时停止向华容河排水。

省水文部门已派出技术人员在现场测
流量和水位， 为堵口复堤做准备。 据实测，
溃口宽47米， 溃口流量380立方米每秒。 今
天21时46分， 溃口处河道水位已下降至
33.61米， 内垸水位涨至32.90米。 目前， 按
照确定的堵口方案， 溃口两头已完成沉车
“裹头” 措施， 防止溃口扩大。 待明天溃口
处流速降低后， 正式开始堵口复堤。

今天10时20分， 当地就组织新华垸内
群众提前转移， 截至21时许， 共转移23603
人。 另外， 有3085人外出打工， 剩余800
人住在地势较高的登瀛村， 暂不用转移。

全力应对
新华垸溃口险情

徐守盛、杜家毫要求尽快转移垸内群众，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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