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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确保了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最大限度减轻了灾害损失……”7
月30日， 长江防总对我省防汛抗洪取得阶段
性胜利予以表扬。

与此前的大水年相比，还是那些江河，还
是超警戒、超保证甚至超历史记录的洪水，还
是防汛抗洪这个主题，但今年变了模样。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我省近年持续大规模的
水利建设，为防汛抗洪减灾提供了基础支撑。

水利建设，“利”在何处？

一、工程建设，力保江河安澜

7月下旬，位于长春垸的益阳市资阳区过
鹿坪镇，早稻陆续开镰。望着丰收场景，甘溪
港村村民陈洪兵感慨：“今年虽然发了大水，
但由于资水大堤加高了，垸子没有被淹。”

事非亲历不知难。整整20年过去，陈洪兵
对1996年7月长春垸溃垸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那一次，整个过鹿坪镇全部被淹，我家的房
顶都在水下。”

保江河安澜， 为生命撑起“保护伞”!�
1998年大水后特别是“十二五”期间，我省坚
持不懈加大水利投入，洞庭湖治理、控制性枢
纽工程、四水及主要支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山洪灾害防治、城市防洪工程、中小河
流治理等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一个接一个，初
步构建起全省防洪抗旱减灾工程体系。

在今年7月发生的洞庭湖区大洪水中，城陵矶
站超警水位持续27天， 超警时长仅次于1998年、
1999年；城陵矶洪峰水位34.47米，超警戒水位1.97
米， 接近1954年34.55米最高水位； 有75个堤垸
1930公里堤防超警戒水位， 其中10个堤垸170公
里大堤超保证水位。据省防指统计，在此期间，洞
庭湖区总计发生险情264处，内溃新华垸一处。

省水利厅原厅长王孝忠回忆，1998年洞
庭湖大洪水， 共出现大小险情33000多处，较
大的险情就有1540处， 溃决大小堤垸163个。

“同样是大水年份，但今年洞庭湖区的险情数
量、溃垸数量大幅减少，足以说明洞庭湖治理
卓有成效。特别是142公里长江干堤、长春垸
等11个重点垸1216公里堤防以及钱粮湖垸、
围堤湖垸等一批蓄洪垸堤防得到加高加固，
工程抗御洪水能力有效提升。”

数量众多的病险水库， 此前每到汛期险
象环生。近年来，我省共有10000余座各类水
库“除病去险”，在大坝安全有了保障的同时，

水库拦洪错峰功能也得以“重生”。今年7月，全省
一度有473座水库溢洪，但只有8座水库出现险
情，且全部得到有效控制。而1998年，洪水损
坏中小型水库1243座，1座小Ⅱ型水库垮坝。

二、预警预报，赢得“生死时速”

从山上倾泻而下的泥石流， 瞬间吞没14
间房屋， 而500余人无一伤亡……7月17日上
午，古丈县默戎镇发生重大山洪地质灾害，由
于预警及时、转移果断，创造了“默戎奇迹”。

与堤防、大坝等看得见的工程建设相比，
以预警预报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山洪灾害防御
等非工程措施虽然没有那么显眼， 但关键时
刻却能赢得“生死时速”。

“以前，预报资水流域的降雨，可能最终
落到沅水流域；现在，短时、临近预报精度可
到乡镇。” 省气象台台长蔡荣辉告诉记者，省
气象台与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密集会商，针
对相关区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消息。

“抓住从暴雨开始到形成山洪的短暂时间差，
就能赢得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先机。” 湖南省防
汛抗旱督察专员陈文平说。如今，经过多年艰苦
努力，我省构建起覆盖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110个
县1611个乡镇17351个村的防御体系。

“在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每20平方公里就有
一个自动雨量站。短时降雨超过安全数值，山洪地
质灾害防御系统就会发出警报， 即时启动应急预
案。”陈文平说，正因如此，“默戎奇迹”不是偶然。

据省防指统计，我省因洪涝灾害死亡（失
踪） 人员逐年减少，2000年至2010年年均达

113人，而2011年至2015年年均减至37人，今
年有可能进一步减少。

三、科学调度，减灾效益显著

在省防指值班室， 湖南省防汛指挥信息
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系统与国家防总及
省水文局、省气象局联网。全省各地降雨、水
位、 流量等数据可全部自动传输到这个系
统。”省防汛办副主任肖坤桃介绍。

“这犹如‘千里眼’‘顺风耳’，与以前相比
简直‘两重天’！”肖坤桃说。这名从业30多年的“老
水利”，1998年大水时就负责水库调度， 每天要先
向总机预约打电话，询问各大水库降雨、水位数据，
再根据经验下达调度命令，“现在， 只需输入数
据，系统模型自动生成水库调度参考数据，对
下游洪峰的误差可控制在0.3米至0.5米。”

正是基于先进的水文测报、 气象预报及
洪水预报手段，在今年频繁发生的汛情中，省
防指对各大水库实施科学调度，拦洪削峰，防
洪减灾效益显著，得到国家防总充分肯定。

在“7·1”暴雨之前，省防指调度柘溪、五
强溪等大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库迎洪，仅五强
溪水库就腾出防洪库容3.1亿立方米。 针对沅
江洪峰，省防指联合调度凤滩、五强溪水库共
同为下游拦洪错峰，分别降低沅江桃源站、常
德站洪峰水位约5米、4米，将本应超过保证水
位的洪水调度到不超警戒水位。

7月4日14时， 柘溪水库出现建库以来最大洪
峰，入库流量20400立方米每秒。省防指调度柘溪
水库拦蓄洪水，为资水下游错峰8小时，将14000
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拦截在水库大坝内。 据省水文
局估算，若无柘溪水库拦蓄洪水，资水下游水位至
少抬高3米以上，益阳市区、桃江县城将全线漫堤。
而柘溪水库此前最大洪峰发生在1996年7月，
下游的长春垸就是在那次洪峰过程中溃垸
的。今年7月，省防指下达调度命令43个，充分发
挥各大水库拦洪错峰作用，并和三峡水库一道，两
次调度过程均降低洞庭湖城陵矶水位至少0.5米。

此前除险加固的大批中小型水库， 也在
抗御洪水中立功。6月27日， 永顺县35个站点
均降大暴雨，猛洞河水位暴涨，永顺县城危在
旦夕！ 自治州防指对猛洞河上游的高家坝水
库、 马鞍山水库实施联合调度， 压减下泄流
量，避免了永顺县城进水受淹。

水利建设“利”在何处
———湖南防汛抗灾热点解析（中）

8月3日，长株潭城际铁
路生态动物园站， 工人们在
站台上安装“芙蓉南站”标识
挂牌。自本月初开始，长株潭
城际铁路进入为期一个月的
静态验收阶段， 在票务政策
拟定的同时，7座车站更换站
名。 长沙段生态动物园站改
为“芙蓉南站”、汽车南站改
为“洞井站”、中信新城站改
为“先锋站”，株洲段白马垄
站改为“九郎山站”、时代站
改为“田心东站”、云龙站改
为“大丰站”、七斗冲站改为
“株洲南站”。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时
值8月， 记者来到株洲芦淞区五里墩乡，
目前已投资6.9亿元的洗水工业园正在加
紧建设， 7栋标准厂房、 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均已完成主体施工。 年底前， 市内37
家洗水企业将在整合之后， 整体搬迁入
园。 届时， 株洲洗水行业将彻底告别“排
黑水、 冒黑烟” 的历史。

据株洲市湘江办介绍， 3年内， 该市
计划投入175.6亿元 （不含清水塘搬迁改
造项目）， 实施治理类和保护类重点项目
423个， 系统推进“水污防体系、 水安全
体系、 水保障体系、 水生态体系、 水文化
体系和水管理体系” 的六位一体建设。

重化工企业搬迁入园、 园区完成循
环化改造， 是我省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
个“三年行动计划” 的主要任务之一。 株
洲， 已吹响湘江保护和治理新征程的“集
结号”。 按照省里的总体要求， 株洲今年
陆续出台了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
年行动计划” 的实施方案、 项目库， 将任

务分解到各责任单位； 各成员单位与市
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形成上下游、 左
右岸、 城乡间全流域联动。 同时， 推行水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责任制， 进一步明确
各涉水职能部门的责任。 洗水行业是服
饰加工的重要环节。 服饰产业又是株洲五大
千亿产业之一。 由于规模小、 污染处理不到
位， 这些洗水企业年排放污水约1100万吨。
整体入园后， 园区生产废水实现集中处理，
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一级A标准， 一半可
回用， 一半达标排放。

“一号重点工程” 的实施为湘江株洲
段带来显著变化。 监测显示， 今年来， 湘
江株洲段以及流域内的洣水、 渌江水质
持续保持三类水质标准， 集中式饮用水
源水质达标率为100%。 尤其是清水塘工
业区关闭退出涉重金属污染企业和整治
区域历史遗留污染问题， 污染物排放总
量下降， 霞湾段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到
二类水质标准， 基本消除了清水塘工业
区对下游水源水质影响。

启动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

株洲计划实施423个项目

“一号重点工程”进行时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蒋伟）为进一步加大对纠“四风”、治陋
习问题线索的督办力度，省纪委近日再次
挂牌督办100件陋习问题线索。

今年4月， 省纪委对收到的群众反映
“四风”、 陋习问题的信访举报件进行了
排查，梳理了重点问题线索100件进行
挂牌督办 。截至 7月底 ，今年首期批挂
牌督办的百件问题线索已办结 84件 ，
其中查实或部分查实51件、查否33件，
6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5人受到组织
处理，39人被诫勉谈话。 受到处分或处理
的人中，县处级10人，乡科级46人，科级以
下52人。

此次，省纪委再次对收到的群众反映
“四风”和陋习问题的信访举报件、节日期
间纠“四风”重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

党员干部参赌涉赌问题线索进行了认真
梳理，从近千条问题线索中筛选出重点问
题线索100件，作为今年下半年纠“四风”、
治陋习专项整治重点督办件。这些线索主
要涉及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
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党员干部参赌涉赌等问题。

对此次100件问题线索， 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分别转省纪委有关纪检监察室和
各市州纪委、省直有关单位纪检组（纪委）
办理。省纪委要求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抓
紧进行调查核实，严格按照办理时限反馈
调查核实情况。省纪委相关厅室对以上督
办件将加强督促指导、严格审核把关，对调
查事实不清、定性不准、处理不到位的一律
退回；对组织调查核实工作不力、执纪不严
的，将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省纪委深入推进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

再挂牌督办百件问题线索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唐文健）今天，记者从省人民检察院、
省司法厅联合召开的全面推进人民监督
员选任管理改革工作会上获悉，人民检察
院选任管理人民监督员的职责以后将交
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具体包括人民监督
员的选任和培训、考核、抽选、奖惩等。

根据《湖南省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
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人民监督员分为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 （以下
简称省院人民监督员） 和设区的市级
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 （以下简称市
院人民监督员）。省院人民监督员监督

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直
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 ， 由省司法厅
负责选任管理 ； 市院人民监督员监督
县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
查的案件 ， 由各市州司法局负责选任
管理。

根据《方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身体健康，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中国
公民可以担任人民监督员。本次改革选任
省院人民监督员100名， 现场报名地点设
在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中心，8月5日开
始报名。

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改革启动
改检察院管理为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谭迪熬）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发明协会获悉，第
十二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在贵阳揭晓，
湖南代表团共夺得3金10铜和1项创意奖。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无奈：一页文章里，
你只需要复印其中的几行，却不得不整页
复印，然后进行裁剪。获得金奖的长沙市南
雅中学李熠东发明的精选文本复印机，实
现了精准复印，只取所需。

李熠东发现，摘录总结作为一种普遍

使用的学习方式，受困于传统的“手抄式”、
“剪贴式”和“复印再剪贴式”录入方法的低
效，而且传统复印机体积大、价格贵且复印
件幅面固定。他设想，用户先使用特定的标
记选择所需复印的区域，再用摄像头采集
文本图像，计算机检测出标记后截取用户
所需要复印的区域，利用热敏打印机灵活
地输出幅面，打印在纸带上，使得复印件的
尺寸与所需区域基本一致，可以直接粘贴。
这样的复印机能做到体积小，可移动，可随
身携带。

宁乡县双江口初级中学胡智
强发明的体育场用多管喷雾炮、
湘潭市岳塘区育才学校曾康洹与
湘潭县烟塘中心小学张家瑞发明
的太阳能龙门架测高防撞报警器
也夺得了金奖。

据悉，本届活动历时9个月，35支
代表队的上万名中小学生参加，最终
评选出金奖30名、银奖60名、铜奖165
名、创意奖12名。

想复印哪几行就复印哪几行
湖南夺得第十二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3金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勇华）随着全国自贸区战略不断
推进， 我省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受惠进口显
著增长。今天，记者从长沙海关获悉，上半
年全省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商品货值
59890.23万元，同比增长83.21%；关税优
惠3928.44万元，同比增长90.72%。

目前， 我国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自
贸协定共计19项， 主要包括亚太自贸协
定、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中澳自贸协定、
中韩自贸协定、ECFA和CEPA等， 实施优
惠的主要手段是外贸企业通过申领原产
地证书获得关税减免。

上半年，全省受惠进口商品达129种，
同比增加34个，其中，棉纱、乳基营养粉和
奶粉、 塑料及橡胶制品等是优惠贸易政策
的主要受益商品， 如全省进口乳基营养粉
和奶粉累计免税440.6万元，成为享受优惠
最多的商品。

通过对电子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上半
年我省还有85家企业，因未申领优惠贸易
协定项下原产地证书， 没能享受优惠贸易
协定税率，涉及可优惠税额525.88万元。如
湖南峰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从台湾进
口冰冻秋刀鱼，本可以享受零关税，却缴纳
了10%的关税，涉及可受惠税款40.1万元。

申领一证 省税近四千万
我省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受惠进口显著增长

长株潭城际铁路
7座车站更名

湖南日报8月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张脱冬）8月1日上午，岳阳市新华书店“国
学讲堂”第七期开讲，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
志初主讲《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纪念建
党9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他表示：“忘记
为什么出发，就会失去信仰和动力，就会迷失方向
和目标，就会割断血脉和根基，就会动摇自信和
担当。”

讲座中， 张志初跟岳阳国学爱好者重温

了左权、陈树湘、伍若兰等英烈献身革命、不
畏牺牲的故事，以及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少
将钟伟“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故
事。“这就是信仰！共产党人不能没有信仰，不
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张志初说。

“当年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
红。”优美的歌声在国学讲堂响起，张志初给
国学爱好者献上了自己作词的歌曲《又见映
山红》及其在军旅生涯时创作的《“AY旅”方

阵》。他动情地说：“映山红象征革命，是共产
党人的底色和本色。”

为了推动全民学习阅读、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国学经典 ，从8月1
日起，岳阳市新华书店“国学讲堂”对市民
开放 。市民可享受免费图书阅读 、国学讲
堂、鼓乐演奏、茶文化知识讲座、文化艺术
品交流及鉴赏等。 开放时间为每天9时30
分至23时。

“共产党人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党史专家重温革命家故事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杜文胜 ）昨日，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湖南有线”）与中广
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布 《关于
CCTV3568频道版权授权的联合声明》，宣布
湖南有线成为我省境内唯一得到授权通过有
线电视转播中央电视台3、5、6、8频道（高、标
清）节目的机构。

CCTV3568频道是中央电视台3套综艺

频道、5套体育频道、6套电影频道和8套电视
剧频道的简称，其中358是央视直属，6是和中
影集团合作开办 。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
CCTV3568频道节目自1996年开播之日起，就是
加密收费性质的电视节目，也就是有版权的频道。
央视将3、5、6、8套节目信号转播经营权独家授予
旗下中广影视卫星有限责任公司，各地传输播
出这四套电视节目，都必须经该公司授权。

湖南有线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省所有其

他视频网站、OTTTV、IPTV中播出的CCTV3、
5、6、8频道节目均为侵权行为， 湖南有线将会同相
关部门依法追究侵权方的法律和经济责任。

同日，中央电视台有线互动电视“央视专
区”通过湖南有线电视网络在湖南正式上线，
奥运会前将覆盖全省超过550万用户，这意味
着湖南有线电视双向用户和宽带用户将可以
在电视机、手机上免费收看、点播奥运赛事和
其他央视节目。

湖南有线获CCTV四个频道转播授权

我省因洪涝灾害死亡（失踪）人员逐年减
少， 今年有可能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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