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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邓道理 宁奎

三千奇峰拔地起,八百溪水蜿蜒
流。7月上旬，穿行张家界武陵源乡间
田野，山花烂漫，清爽宜人，绿水、青
山、特色民居、美丽田园，一幅幅乡村
水墨画扑面而来。

今年1月31日，在省委扶贫开发
推进工作会议上，武陵源被定为全省
率先脱贫“摘帽”的两区之一，为我省
“十三五”脱贫攻坚开好局、起好步创
造精准扶贫经验。

奇峰耸立，直指苍穹。“打赢这场
脱贫攻坚战！ ”武陵源区委区政府立
下“军令状”，将脱贫攻坚定为今年头
等大事，坚决实现整区脱贫、率先“摘
帽”。

“一户一档，不落一人”
走进协合乡杨家坪村崭新的村

部，宣传栏里，44户预脱贫帮扶和42
户巩固帮扶对象表格外醒目。

“都是挨家挨户复核，一项一项
‘摸’出来的。”村支书姚安国说，现在
的建档立卡数据更加精准，复核公示

无异议后，做到一户一档，不落一人。
今年1至2月， 武陵源抽调51个

单位870名党员干部进村入户，对所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与帮扶政策对接
进行全面摸底。 3月18日，又召开精
准扶贫数据复核会议，31支帮扶工
作队再次入户复核，扎扎实实干了半
个月。

武陵源区扶贫办主任李祥永介
绍，该区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实
行干部一对一帮扶，对已脱贫对象进
行巩固， 对预脱贫对象加大帮扶力
度，确保今年脱贫。

6月26日中午，杨家坪村贫困户
李付正刚从村里禾田居生态旅游蔬
菜基地“上班”回家。翻开李付正家的
帮扶档案，基本情况、帮扶计划、帮扶
措施落实情况一目了然，满满6页纸，
填写项目达70项之多。“查看5项，缺
什么帮什么。”李付正家的帮扶人、区
委组织部纪检员谢明说， 从健康、劳
力、住房、教育、收入来源5个方面对
症下药。李付正给记者算账，基地“上
班”每月可收入2000多元，参加合作
社稻田养蟹2亩， 一年可获纯收入2
万元。 （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蒋
剑平 通讯员 刘郁 胡小波 许丽慧）
7月上旬，天气炎热。邵阳市北塔区陈
家桥乡蔬菜产业园内，该乡陈家桥村
村民李天喜忙着给西红柿喷洒营养
液。 他满心欢喜地说，如今扶贫政策
好，只要人不懒，脱贫不用愁。今年虽
然雨水多， 但他家承包的3个蔬菜大
棚，卖菜收入已有7000多元。

李天喜说，跟他家一样，陈家桥
村21户贫困户都免费承包了蔬菜大

棚，区农技部门提供种子、技术服务
等，大家对3年内脱贫充满信心。

据了解，目前，北塔区还有15个
贫困村，这些村共有贫困户1303户、
贫困人口4030人。 区里实行“一户一
策一台账”，精准“滴灌”助脱贫。 今
年， 全区已落实各类资金3000多万
元，启动扶贫项目43个，力争减少贫
困人口2937人。

根据每户贫困户致贫原因，北塔
区将扶贫项目分为产业资金扶持、因

病因残救助、劳务输出、危房改造、信
息技术服务5大类，一户一对策，做大
做强做优“菜篮子”、“果盘子”、“乐园
子”等，力争“户户有脱贫项目”。

为发展果、蔬产业，北塔区重点
扶持发展陈家桥乡蔬菜基地，成立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辐射陈家桥、望
城坡等4个村， 帮扶贫困户364户
1115人。 合作社与菜农签订协议，合
作社按保护价收购蔬菜，确保贫困户
收益。同时，发动湘窖酒业、李文食品

等龙头企业，采取“村集体+公司+生
产基地+农户”模式，由企业集中流
转农民土地，再转交贫困户经营。 全
区建立了280亩柑橘、220亩罗汉果、
50亩百香果等食品加工原料基地，
可带动230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北塔区还努力做大“乐园子”，开
发北塔生态园、桂花湾生态园、丹霞
山庄、金泉溪农庄、大地玫瑰园等园
区，发展休闲旅游业，已吸纳70名贫
困劳动力就业。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汤喜春 谢胜虎） 今天上
午召开的省防指全体成员会议要求，
加压奋进，更有作为，牢牢把握后段
防汛抗灾工作主动权。

会议指出，前一阶段，我省降雨强、
汛情急、灾害重、险情多、防守难。 各级
各部门迅速行动，奋力抗灾救灾，防汛
抗灾取得阶段性成绩。 但后续防汛形
势依然严峻，要准备打大仗、打恶仗。

会议强调， 要加压奋进， 更有作

为， 牢牢把握后段防汛抗灾工作主动
权。要振奋精神，发扬持续作战的优良
传统，克服厌战、松懈、畏难等情绪，再
接再厉， 扎实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范
和后期防汛抗灾工作。要严明纪律，对
擅离职守、工作不力、有禁不止、有令
不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贻误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严肃追究责任。要抓住重点，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确保重要堤防和重要
设施安全。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杨粲 于思洋）今天18时，
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33.25米， 仍然
超警0.75米 。 自 7月3日16时涨至
32.50米的警戒水位以来， 城陵矶站
已连续11天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上。省
水文局今天根据当前雨水情及气象
预报分析，尽管洞庭湖区当前水位仍
呈缓慢下降趋势， 但7月18日后水位
又将缓慢上涨。

省防指指出，大堤疲软、人员疲
惫， 但洞庭湖区高洪水位仍将持续，
防汛抗灾面临持久战。

7月12日，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分
别派出工作组来湘，分赴益阳、岳阳
指导防汛抗灾。

据最新气象分析，7月20日前，我
省将有两次强降雨过程， 且湘中以北
特别是洞庭湖区降雨强度更大。 根据

当前汛情，省防指调度江垭、凤滩、五
强溪3座水库于今天15时开闸泄洪，分
别按不小于1000立方米每秒、2000立
方米每秒、50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运行。

省防指派出2个督查组赴益阳、
岳阳，分别对赫山区泉交河镇排渍排
涝和华容县新华垸复堤后续工作现
场督查。截至13日8时，赫山区泉交河
镇共投入140多台（套） 排水设备、
120名排水工人抓紧排渍，抽排渍水
1300万立方米，还剩余渍水300万立
方米左右， 水位累计下降2.22米，现
平均淹没深度1.1米。 华容县新华垸
溃口合龙后， 当地继续组织干部群
众、部队官兵4000余人，机械125台
（套），开展复堤工作；垸内先后启动5
处15台（套）2315千瓦电排抢排渍水，
累计排出水量154万立方米， 目前垸
内平均水深约1.6米。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实习生 孙晔） 我省正迎来两轮强
降雨天气。 气象预报称，13日至17日，
湘中以北会有50至100毫米的降雨，
湘北局部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并且在
此后的18日至20日， 全省自北向南还
会有一次区域性的暴雨天气过程。

今天，省内多地出现强降水，长沙
下午暴雨大作， 这些降雨都是由于水
汽条件充沛所形成的热对流天气，提
请公众多关注短时临近预警信息，及
时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7月13日至17

日，省内降水再度发展，强降水主要集
中在湘中以北， 其中15日为主要降水
时段，部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8
日起又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

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洞庭湖水位
缓慢回落， 但部分站点水位仍旧超
警，需要特别防范强降雨的叠加效应
带来的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加强雨
情、水情、汛情监测；同时注意防范强
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山洪和地
质灾害，以及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
等局部地区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邓星照 曾晓风

7月12日下午5时许， 邵东县
2000多名群众放着鞭炮， 自发汇集
沪昆高速公路邵东出口，迎接平民英
雄石奇兵魂归故里。

当天上午9时，石奇兵的灵柩离
开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时，

当地武警公安护送，1万多群众送行。
“印江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等一条
条黑底白字横幅，诉说着人们对英雄
的崇敬和不舍。

是什么，让石奇兵感动了湘黔两
地两座城？

邵东青年舍命救人
6月中旬，28岁的邵东人石奇兵

和弟弟石行兵及一群老乡，来到贵州
印江做百货展销。

7月8日上午10时左右， 石奇兵
和石行兵、张文财等同伴正在印江城
区皂角塘河边洗衣服，看见一男孩在
河里游泳时被水流卷进漩涡。男孩奋
力挣扎，并大声呼救。

千钧一发的关头，石奇兵脱掉外
衣外裤，跳入河里，快速游向男孩。他

一把抓住男孩的手， 用力拖往浅水
处。

由于水流湍急，暗流涌动，快到
岸边时，石奇兵和男孩又被水流卷回
漩涡。

情况危急！石奇兵不顾自己的安
危，奋力把男孩推向岸边。 男孩被岸
上接应的人用扁担钩住内裤，拉了上
来。

因体力透支，石奇兵被卷入漩涡
中。 同伴们紧急施救，但石奇兵年轻
的生命已戛然而止。

男孩被送往医院，无性命之虞。
（下转4版）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陈永
刚）湖南磁浮公司今日发布消息，根据长沙磁
浮快线开通试运营2个多月后的运营实况，从
7月15日起，将对试运营时段进行调整，由原
来的9时至18时，延长为7时至20时。

调整后，磁浮高铁站、磁浮机场站首班
车为7时，末班车为20时。 磁浮 梨站往机
场方向首班车为7时7分， 往高铁站方向为7
时11分； 往机场方向末班车为20时7分，往
高铁站方向为20时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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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防指全体成员会议要求

牢牢把握防汛抗灾主动权

洞庭湖区洪水“高位盘整”

防汛抗灾面临持久战

新一轮强降水来袭
注意洞庭湖区汛情发展

长沙磁浮快线
15日起延长运营时间

7时至20时运营

无限风光在险峰
———武陵源脱贫攻坚见闻

“户户有脱贫项目”

北塔区精准“滴灌”贫困户

邵东青年石奇兵贵州救人献出宝贵生命———

救人英雄感动两座城

7月13日，学生在省科技馆参观体验。 暑假期间，该馆开展“探秘科技， 欢乐一夏”系列科普活动，制造天地、材料空间、信息港
湾、能源世界、地球家园、太空探索等展厅全部免费开放，让孩子通过亲身体验，加深对科学的理解和感悟。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探秘科技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彭雅
惠 蒋剑平 戴勤 ）今天，中国地震台
网测定：7月13日11时11分， 在湖南
邵阳市邵东县发生M3.2级地震，震
中在邵东县界内（北纬27.27度、东经

111.66度），震源深度7000米。
据省地震局收到的反馈信息，邵

阳市城区、邵阳县、邵东县均有较强震
感，但居民日常生活未受影响。截至发
稿时，该局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邵东发生3.2级地震导读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下午，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率省政
协主席会议成员来到省林业厅， 就全
省林业发展开展民主监督视察。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杨维刚、葛洪
元、袁新华参加视察。

湖南是林业大省。 2015年底，全
省森林覆盖率为59.57%， 活立木蓄积
量5.05亿立方米， 林业产业总产值
3225亿元， 各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特别是近年来， 省林业厅将信息化作
为推进林业现代化和绿色湖南建设的
重大举措，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
应用，加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林业核心业务深度
融合，显著提升了林业现代化水平。

在湖南林业数据中心和林业展示
中心， 李微微一行详细了解全省林业
信息化建设情况。 依托先进的信息技
术，湖南林业基础数据从省到市、县、
乡各级均互连互通， 实现了数据的大

集中；通过搭建林业云计算、物联网等
平台， 足不出户便可一览全省林业全
貌。李微微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并勉励
随行负责同志， 不仅要搭建好信息化
平台、 收集好大数据， 更要用好大数
据，为绿色湖南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在省森林防火指挥中心， 省政协
主席会议成员现场观看了林地测土配
方、古树名木管理、林业行政审批与电
子监察、护林员巡护等多套信息系统。
通过这些系统， 林农通过手机上网就
能查到自家的山头地块适宜种什么
树、怎么种；不进林业部门的门就能在
线办理各类审批项目……李微微称赞
其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 节约了行政
成本，方便了群众办事，也杜绝了权力
寻租。

湖南天敌繁育示范中心积极探索
“一物降一物”的生物防治方式，对病
虫害的天敌实行工厂化生产， 年治理
染病森林600多万亩。 （下转2版③）

李微微率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
在省林业厅视察时强调

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推进现代林业发展

朗
木

警惕：
打着理财旗号
非法集资

让企业“轻装上阵”
———我省打出一套减税清费“组合拳”

3500个新城
谁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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