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桂聊天

!"#$%&'()*+,-./0123456
789:;<=>?@ABCDE !"#$ F % G #& H
IJ-.K6-LMNOPQRSTUVWOXY4Z[
;\?@+,-.]^CD_!N`abO !Ncd]
'( efg

!"#$%&'()*+,-
!"#$ . % / !! 0

! " # $

!"#$%&'()*+,-./01234567

89: !"#$ ; % < !& =>?@ABC@DEFGHI

JKLMNOG P"QRST1UVW@XYZ-.7

F[\]G7F^_Y ''()$ `ab
!"#$%&'()*+,-

!"#$ . % / !! 0

! " # $

!"#$%&'()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陈阳

2016年7月22日 星期五06 经 济

煤炭坝的“花样年华” 稻在田里热得笑
人在屋里热得跳
———“七下八上”，暑气蒸腾

井下污风串联 水泵配备不足
———非煤矿山行业排查出58个安全隐患

安全生产曝光台
———省安委会 湖南日报举办
省安责险防灾防损办协办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徐亚平 范永萃 吴鹏
翔）今天上午，由岳阳市岳阳楼区防指、湖南日报
岳阳分社主办，江苏凸创科技开发公司、洞庭街

道办事处、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承办的抗洪专用
囊演练，在洞庭湖大堤东风湖堤段举行。洞庭街
道50余名防汛抢险队员、志愿者观摩。凸创科技

负责人游丽鹏现场给3个绿色气囊充气后，2个长4
米和12米、 高1米的子堤和一艘救生艇迅速成型。
他说，抗洪专用囊除了当救生艇、筑子堤，还可用
于搭浮桥、救灾帐篷等，优势就是节省大量时间、
人力物力，快速除险。岳阳楼区区长陈阁辉称，高科
技抗洪演练可以提升市民防洪抢险水平。

抗洪专用囊亮相岳阳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吉平 王琼）7月21日， 在洞庭湖大堤君山
段，但见数十台挖机、吊机正在作业，将一大
块一大块的块石和一袋袋的砂卵石吊起，放
置在大堤风浪侧迎风防浪。

洞庭湖大堤君山段全长12.58公里，由于
堤身在高水位下浸泡时间长， 特别是近两天
洞庭湖风浪高达七级以上，大风刮起10多米
高的浪头不停地对堤身进行反复冲刷， 对大
堤堤身形成严峻的考验。 为提高大堤抗风浪

的能力， 岳阳市君山区组织600多劳力，100多
辆大型运输车，37多台挖机、吊车，分段抛投块
石1390吨，并将装袋好的2.1万袋砂卵石进行填
缝，对大堤迎水面进行加固。

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组成
多个巡逻小组不间断地进行巡逻，并对穿堤建
筑物、薄弱堤段等守护力量进一步加强，全力
做好迎大风浪准备，确保大堤安全。

君山区全力迎战洞庭湖大风浪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军华 吴巍伟）至7月19日，先后有21个单位援
助的37台机组加入华容新华垸抢排渍水的行列。
加上垸内的15台机组， 目前该垸共有52台机组

3665千瓦满负荷“作业”，日排水量达到240万立
方米。至19日18时，累计排出渍水1400多万方。

为进一步提高抢排效率， 该县灾后工作
组深入垸内3个淹水最严重排区，逐块实地查

看，制定了分排区、分梯次抢排方案；打破村与
村、工作片与工作片之间的限制，迅速确定了
潘南、紫南等轻灾排区联片抢排机制，明确了
抢排点责任人，为潘南闸等联排区外排机埠增
机扩容，开渠引水，合力加大外排流量。据华容
县防办主任张志红介绍，到25日，全部房屋、道
路淹水可排出，为农业补、改种和渔业放花补
苗工作创造条件、赶抢时机。

52台机组3665千瓦满负荷“作业”

新华垸日排渍水240万方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7月22日，大暑。大暑是一个酷热、紧张
的节气， 是农民最为辛劳的时候，“早稻抢
日，晚稻抢时”，南方的双季稻田里，迎来
“双抢”的关键时期。

目前，省内的降雨整体趋于减弱，高温
开始接替强降雨逐步扩展。省气象台称，此
轮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 局部地区最高气
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

小暑之热更具爆发力，
大暑之热更擅持久战

小暑、大暑接踵走来，到底哪个节气天
更热？ 湖南省气候中心搜集整理出近20
年长沙小暑、大暑的日平均最高气温、高温
日数情况，用数据“说话”:
� � � �从长沙近20年的数据来看， 小暑、大
暑平均最高气温对比， 大暑期间的气温整
体上是高于小暑的。此外，近20年来，长沙
大暑高温日数（日最高气温高于35摄氏
度）普遍多于小暑期间的高温日数，其中高
温日数最多的2013年，大暑期间每天都是
高温日。综合来看，大部分年份长沙地区的
大暑比小暑更热。

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预报员邓晓春表
示，“七下八上”（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气
象学上统计出的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段。
在湖南，“小暑”节气比刚“立夏”时温度要

高，处在高温快速发展阶段；但一年中高温
最强盛的时段，还是在“大暑”，这一时期由
于偏南暖湿气流常常“光顾”，空气中湿度
较大，形成“桑拿天”现象，加剧了人体对热
的感觉，是一年中最酷热难熬的时期。

不过，天气总是有偶然和变化的，总之
小暑大暑都是制造高温的高手，要说区别，
小暑之热更具爆发力， 大暑之热更擅持久
战。

高温天气将持续至27日，
不可贪凉，多食苦味

“禾到大暑日夜黄。” 大暑时节是农作
物“双抢”时节，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双抢”
期间要根据天气变化灵活安排“双抢”进
程，晴天多割，加快早稻收获进度；阴雨天
多栽，争取足够的生长期。

“稻在田里热得笑,人在屋里热得跳。”
盛夏高温对农作物生长有利， 但对人们的
生活却有明显的不良影响。大暑时节，气温
升到最高点，暑气蒸腾，阳盛于外，此时养
生不可贪凉，可时饮热茶，促进汗腺分泌，
帮助身体散发热量，降低体温，此外，应多
食苦味，如苦瓜、苦菜、莴笋等。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几天省内高温范
围不断扩大、强度增强，晴热高温天气将持
续至27日，局部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
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午后高
温时段外出。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谢胜虎）据最新预测，我省后期降
雨呈现北多南少的趋势。省防指今天分析，
全省可能出现北涝南旱的复杂局面。

气象、水文部门预测，7月下旬至8月中
旬，湘北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湘西
北偏多2至5成；湘中及以南地区偏少，其中
湘东南偏少2至5成。

省防指分析，由于湘北地区前期降雨
偏多，土壤含水量高，再遇强降雨，重复受
灾的风险加大； 湘东南地区自6月以来降
雨较常年明显偏少，预测后期降雨仍然偏
少，可能发生旱情的可能性大。

当前长江中下游仍处于梅雨期，长江
大洪水与湘、资、沅、澧四水洪水碰头的几
率增大，洞庭湖区防洪形势严峻。

预测后期降雨北多南少

湖南或现北涝南旱局面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实习生 彭琳） 央行于今年3月设立的扶贫
再贷款，在我省的投放取得快速增长。记者
今天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获悉，至6月
末， 扶贫再贷款已覆盖我省3/4的贫困县，
贷款余额30.1亿元， 居中部第一、 全国第
八。其中，借用扶贫再贷款的我省金融机构
上半年累计发放涉农贷款395亿元， 是同
期扶贫再贷款发放额的13倍。

据悉， 扶贫再贷款资金并不等同于财
政资金。 贫困地区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必

须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 运用扶贫再贷款
资金发放涉农贷款，自主经营，自担风险，
并按期足额归还扶贫再贷款的本金和利
息。

与普通支农再贷款相比， 扶贫再贷款
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贷款利率更优惠，金
融机构运用扶贫再贷款资金发放贷款的利
率控制在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以
内，有效推动融资成本下行；二是累计展期
次数多， 从而使扶贫再贷款的实际使用期
限最长达到5年。

“扶贫再贷款”撬动13倍涉农贷款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汪良才

井下风流紊乱、污风串联、水泵
配备不足……

宜凤高速“6·26”事故发生后，
省委、 省政府迅速在全省部署开展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行
动。从7月11日开始，省安监局组织
3个督查组，对直管行业———非煤矿
山领域进行督查。7月20日，3个督
查组交出了问题清单, 共排查出58
个安全隐患。

益阳、郴州和湘潭是我省三个
非煤矿山重点地区。在益阳市，督

查组随机抽查了安化县、桃江县、赫
山区等地11座重点矿山和尾矿库的
安全管理情况， 发现地下矿山主要
存在基础管理台账不全、 斜井车挡
结构存在缺陷， 通风系统未对废弃
巷道、采空区及时进行密闭，井下风
流紊乱，污风串联，水泵配备不足等
安全隐患。

在湖南安化湘安钨业有限责任公
司， 督查组发现矿井下部中段采场污
风直接进入上部中段采场， 污染新鲜
风流， 废弃巷道、 采准天井未及时封
闭，井下电机车无顶棚、警灯、警铃，巷
道分道口无安全出口指示牌， 采准天
井无栅栏、警示标志等多起安全隐患。

在郴州和湘潭市，督查组抽查了4
家地下矿山，1家露天矿山，2座尾矿
库，同样发现了多起安全隐患。对发现
的问题， 督查组要求当地安监部门举
一反三，认真督促企业整改落实。对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 督查组要求
企业立即停产整顿， 并要求企业所属
县级安监部门立即下达执法文书，督
促企业限期整改到位。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安监局突出
加强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督查督办工
作，上半年开展督查42次，下发通报14
期。对督查通报的问题，省安监局要求
各地严格督办落实，反馈落实情况，确
保安全隐患全面整改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盛夏时节，行走在宁乡县煤炭坝镇，只见
天蓝水净、地绿山青、厂房林立，很难想象这
曾是一座“一城煤灰半城土”的煤炭之城。

作为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镇， 面对资源
枯竭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 煤炭坝镇如何跳
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生态环境持续破坏的
藩篱？7月15日，记者来到这里探访究竟。

精准定位： 锁定区域空白，
不等不靠寻“门路”

“一门心思做好门”、“铸造精品家装门”……
站在玉煤大道放眼望去， 成片的蓝色厂房和
企业招牌掩映在树木青翠之中， 随处可见工
人们生产、包装、发货的忙碌身影。

“以前叫‘煤都’，现在要叫‘门都’了！”当
了36年矿工的肖正光老人见证了煤炭坝的
过去和现在。

地处宁乡县西北部的煤炭坝镇，曾是我省
重要的煤炭产业基地，鼎盛时期大小煤矿四五
十家，财税贡献率一度达到全县财税收入的三
分之一。2014年底，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倒逼
下，煤炭坝煤炭产业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支柱产业没了， 煤炭坝何以立镇？“让产

业从‘地下’转到‘地上’，从地下‘挖钱’变成
地上‘种钱’！”在下决心推进煤炭产业整体退
出的同时，煤炭坝不等不靠，主动走上转型之
路。

“以前，矿老板们在政府号召下开了很多
工厂，机械厂、烟花厂、鞋厂什么都有，但都好
景不长。” 煤炭坝镇党委书记宋强告诉记者，
‘大杂烩’式的产业结构并没给煤炭坝带来产
业特色和竞争力。

2013年，通过多次走访调研，镇政府锁
定湖南乃至中部地区空白的大型门业生产基
地，确立了以玉煤大道为轴，规划面积4平方
公里的“门业集中区”，找准产业定位。

“招商引资注重‘领头羊’的作用，带动同
行业抱团落户。”宋强介绍，为消除企业后顾
之忧，他们实行“围墙内的事企业管，围墙外
的事政府管”的服务政策，目前已引进了83家
省内外品牌门业企业和配套企业落户， 全面
投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100亿元， 提供就业
岗位上万个。

盘活存量： 突出文化特色，
依托矿山挖“遗产”

斑驳的厂区、空置的车间、废旧的机器……
300多年开采历史的煤矿留下的满目疮痍，

无不向人们诉说着煤炭坝曾经的辉煌。
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变“废”为“宝”？保

留，再利用，产业升级！
从2015年初开始， 煤炭坝着手打造创意煤

城。采用生态治理的方式，以百年采煤文化和工
业遗存为特色，依托原有矿山退出后遗留的设备
设施、建筑、地质地貌等，打造全省最具特色的矿
山工业遗址公园，挖掘休闲旅游观光产业。

记者在竹山塘矿区看到， 挖掘机轰鸣作
业，小火车轨道铺就一新，现场建设有条不紊。
“这里将建成一个以艺术家创作和煤矿体验为
主的创意园，今年10月将开门迎客。”宋强告诉
记者， 矿山遗址公园目包括竹山塘创艺园、五
亩冲创客园、西峰仑创展园、跃进创味园和老
电厂煤炭地质博物馆五大部分， 总投入达2亿
元，将会吸引上百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入驻。

随着发展动力转换，煤炭坝产业转型的路
子越走越宽，生态环境也明显改善。

“以前黑色是煤炭坝的代名词，现在可是
‘花样年华’啰!”在贺家湾村学堂滩组沉陷安置
区， 一排排欧式风格的农家小院沿街而立，村
子内外绿草如茵，不时有游人拍照赏玩。村民
们说起这些变化脸上笑开了花。

不仅如此，该镇还因地制宜，开展以基本
农田整理、采煤塌陷区治理为特色的美丽乡村
建设，煤城的主色调正由“黑色”变为“多彩”。

微调查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孙晔）我省成品油信息管理网络平
台今天正式开通， 全省6000多个加油站，
100多座油库将加入该平台， 实现成品油
的信息化、标准化管理。

目前， 我省成品油市场共有加油站
（点）6000余座、油库逾100座，其中60%为
民营加油站，加油站信息化水平、管理水平
参差不齐，数据真实性、完整性、时效性有
限，为监管调控工作带来不便，导致成品油
流通领域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

成品油信息管理网络平台由省商务厅
牵头、 湖南润安危物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发， 该平台通过对终端数据的电子化采
集以及建模统计分析， 一方面为企业经营
发展提供指导意见， 保证成品油市场供需
稳定； 另一方面为管理部门对市场的规划
审批以及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信
息化平台的建立，将逐渐把成品油“县-市
-省”的三级审批简化为“县-市”的二级审
批，并从纸质审批向网上审批转变，真正实
现“互联网+成品油市场管理”。

我省成品油信息管理平台开通
全省6000多个加油站、100多座油库将加入该平台，

真正实现“互联网+成品油市场管理”

新常态 新商务

7月21日，花垣县龙潭镇龙门村，施工人员在河道两岸修建防洪堤。 龙恩泽 摄

修建防洪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