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周小雷）今
天，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防汛与地质灾害救
援分会在长沙成立， 该分会成立将不断探索

符合湖南省情的防汛与地质灾害紧急救援机
制。

防汛与地质灾害救援分会设立了专门的

技术专家顾问队伍和地质灾害、 防汛除险加
固、矿山应急等专业应急队伍。按照“自愿参
与、规范运作、服务社会”的原则，及“防灾减

灾、抢险救援、扶危济
困、 造福大众” 的宗
旨， 在湖南省范围内
开展抢险救援、 技术
推广服务等活动。

省军区原副 政
委、 湖南省紧急救援
协会会长魏永景介
绍， 湖南作为一个中
部大省， 历来是一个
自然灾害较多的省
份，加之人多，山多、
水多、矿多，各类安全
事故时常发生。 成立
专业的防汛与地质灾
害民间救援队伍，可
不断探索符合湖南省
情的防汛与地质灾害
紧急救援机制， 加强
民间组织救援队伍建
设， 推动防汛与地质
灾害紧急救援工作由
单纯的政府行为向多
方参与的市场化、社
会化转变。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杨丹）今
天下午，《人间正道》 首发式暨纪念华容籍
抗日将领韩梅村同志诞辰115周年座谈会
在长沙举行。老同志刘晓、蔡力峰出席了座
谈会。

韩梅村， 湖南华容县人， 黄埔军校学
员，曾任国民党第52军师参谋长，参加过
武汉会战、 长沙会战、 台儿庄战役， 后在

1947年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由岳麓诗社主持编撰的诗文集《人间
正道》一书内容很丰富，既有韩梅村的自述
《往事回忆》，也有韩梅村亲属、朋友、同乡
等写的系列缅怀文章， 同时还收录了纪念
韩梅村同志诞辰115周年全国诗词大赛诗
词楹联作品选300余首。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邓集键）经省政府同意，省水利厅、省发改
委近日出台《湖南省“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
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实施方案》，决定实施水资
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这意味着，用水
将坚持“节水优先”，不再是“取之不尽”了。

双控行动将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
相结合， 坚持制度创新和公众参与相结合，
落实10项重点任务， 即： 健全指标体系，强
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全面推进各行
业节水，加强地下水监督管理，统筹配置和
有序利用水资源， 稳步推进水权制度建设，
加快理顺价格税费，提升水资源计量监控能
力，加强重点用水单位监督管理，加快推进
技术与机制创新。

根据《实施方案》，我省将推进江河流
域水量分配，加快出台湘江、资江、沅江、澧
水、洞庭湖区水量分配方案。2017年底前完
成以县域为单元的全省水资源承载能力评

价，并将建立预警体系，发布预警信息，强
化水资源承载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
约束。 建立健全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
证制度， 完善规划水资源论证相关政策措
施。从严核定许可水量，对取用水总量已达
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取
水， 对取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限
制审批新增取水。 开展水效领跑者引领行
动，定期公布用水产品、用水企业、灌区等
领域的水效领跑者名单和指标， 带动全社
会提高用水效率。

我省还将强化责任追究，创新支持方式。
全面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突出
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 强化行政首长负
责制，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强化考核结果运
用。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责任追究，对落
实不力的地方，采取约谈、通报等措施予以督
促；对因盲目决策和渎职、失职造成水资源浪
费、水环境破坏等不良后果的相关责任人，依

法依纪追究责任。 积极探索合同节水管理等
新模式，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等，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节水等领域。

■链接

双控行动目标
我省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的

目标是 ：到2020年 ，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
双控管理制度基本完善，双控措施有效落实，
初步实现城镇发展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
和布局等经济社会发展要素与水资源协调发
展。各流域、各区域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
地下水开发利用得到有效管控， 全省年用水
总量控制在350亿立方米以内。各流域、各区
域用水强度得到有效控制， 万元国内生产总
值用水量 、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
2015年降低30%和33.9%； 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提高到0.5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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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优先，对消耗总量和强度实行刚性约束

我省实施水资源双控行动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周胜蓝）年年忙春耕，如今大不同。记
者今天从省农委获悉， 在农业部门连续多
年大力扶持集中育秧的背景下， 农民从过
去全部买种育秧备耕， 变为现在以直接买
秧插田为主，其比例已接近60%。

早稻育秧堪称水稻生产全流程中技术
要求最高的活儿。过去，早稻育秧一直是在
野外田间进行，稍不注意，或者天气异常，
早稻种子就会出现“烧包”、滑壳、发霉变烂
等现象，严重影响发芽率。

近年来， 我省利用早稻集中育秧专项
资金，支持社会化服务组织、种粮专业合作
社、育插秧大户主体及种田能手等，推行工
厂化、专业化集中育秧和小拱棚湿润育秧，
破除在野外分散育秧、 普通农户“仅凭感

觉” 育秧等传统模式无劳力、 缺技术的弊
端，使春耕备耕更省心、更高质。

省农委粮油处副处长钟武云介绍，今
年省财政拿出1.3亿元，继续大力支持早稻
集中育秧， 全省早稻集中育秧主体及村组
发展到2.9万个。 从各地汇总的数据来看，
全省集中育秧育出的秧苗可供春插面积在
1200万亩左右，其中，专业化集中育秧可
插350多万亩。

与传统育秧的秧苗生长在一块块秧田
中不同的是， 集中育秧的秧苗一般都是生长
在标准化、 可移动的小塑料秧盘中。 钟武云
说，只有这样的秧盘式秧苗，才能适用于机插
秧作业。不仅如此，农民购买秧盘式秧苗，相
比以前风险很高的买种育秧， 每亩可以节约
成本50元到100元（以杂交稻为例）。

春耕新变化 买秧成主流
买秧插田比例已接近60%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谢国政）今天，来自全省各地的一批
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在长沙县金井镇
观佳村见识了一些新型农机的新本领：以
前只知道农机可以省力减工， 现在明白了
使用农机还可以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量。

这是全省农机“三减量行动”推进会现
场， 只见水稻插秧同步精量施肥机在田间
来回穿梭，小型遥控飞机（植保机）在空中
轻盈喷洒农药，引得现场不少老“田把式”
连声称赞。

汨罗中天龙舟公司研制的水稻插秧同
步精量施肥机， 把高速插秧机和施肥机融
为一体，在插秧的同时同步精确施肥，不但
作业效率高，而且所施肥料“不流于表面”，
不容易流失， 平均每亩可节约化肥30%以
上。为大力推广这种先进、生态农机，省农
机局将其列入洞庭湖区农机化提升工程省

级补贴目录，每台补贴7000元。省农机局
局长王罗方介绍， 今年全省将推广这种农
机500台， 按每亩化肥常规施用量33公斤
计算，一年可减少化肥施用量约2000吨。

水稻插秧同步精量施肥机在我省尚属
新生事物，而湖南利用小型遥控飞机（植保
机）喷洒农药则已经走在全国前列。目前，
全省小型遥控飞机（植保机） 已发展到
1000架左右， 今年将再推广500架。 据统
计， 以前人工喷洒农药， 每亩双季稻需要
2.5公斤农药，用小型遥控飞机（植保机）则
只需0.16公斤，减少93.6%。

同时，省农机局还在现场演示了生物质
制肥机，将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快速转化
为有机肥。碧野农业科技公司生产的生物质
制肥机，每台每天可消耗畜禽粪便6吨、农作
物秸秆2吨，大大减少畜禽养殖污染。据悉，
中央财政对购置此类机器每台补贴5万元。

农机新本领 省工又省料
插秧施肥同步，节约化肥30%以上；飞机空中植保，减少农药93.6%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刘则）3月28日至31日， 国家文物局
局长刘玉珠一行来湘，深入永州、衡阳、娄
底、韶山等地的文博单位及省博物馆改扩
建工地实地调研，指导湖南文物保护利用
工作。副省长向力力在永州陪同调研。

刘玉珠充分肯定湖南对文物保护工
作的重视，并就如何做好文物工作，提出
三点要求，一是地方政府要重视文物的保
护利用工作。保护文物是各级政府义不容
辞的主体责任，要在机构队伍建设、文保
经费支持上予以重视；二是要重视和加强
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展示。湖南是革命文物

大省，要把革命文物家底摸清，保护好利用
好展示好；三是要重视对文物内涵的深入
发掘，使之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省博物馆改扩建工地调研时，刘玉
珠强调，省博物馆作为央地共建的国家重
点博物馆，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示
范引领作用，在陈展、服务和研究水平提升
上下功夫；要有大局和开放包容意识，带领
湖湘博物馆整体水平的提升；要准确把握
好文创开发的公益属性，合理利用文物资
源，充分展示湖湘文化和历史；要着力培养
一支强有力的科研团队。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来湘调研

保护文物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主体责任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奉永成
实习生 陈玲丽） 今天，记者从省广告产业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获悉， 去年
我省广告经营额达242.3亿元，15家广告公
司获得中国一级广告企业资质， 今年我省
将持续大力推进广告产业发展。 副省长谢
建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去年，全省广告产业持续发展，广告市
场规范有序。截至2016年底，全省共有广
告经营主体52070户， 广告从业人员达
343955人，广告经营额在全国排名进入前
8名； 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职责，
加强广告监管力度，省工商局先后5次约谈

30余家发布违法广告较为严重的单位，全
年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虚假违
法广告案件1089件。

谢建辉指出， 广告产业作为现代服务
业和文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建设经济
强省、文化强省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
各级各部门要深化对广告产业的认识，把
广告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深
度融合， 进一步提升我省广告产业的市场
开拓力和品牌影响力， 打造一批拥有自主
品牌、竞争力强的广告龙头企业，通过建设
一批广告产业园区和广告发展项目， 为我
省广告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去年我省广告经营额242.3亿元
谢建辉要求推进广告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柳德新）记者
今天从省防汛办获悉， 湖南再次迎来丰水周
期，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仍将是主要矛盾。

省防汛办主任罗毅君介绍， 上世纪90年
代，是我省的丰水周期，其中1996年、1998年、
1999年都发生特大洪涝灾害。2000年至2013
年， 我省除了2002年、2003年、2010年、2012
年降雨量偏多，其他10个年份降雨量都偏少，
属于枯水年，频频发生秋冬连旱。特别是2009

年、2011年、2013年， 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年
均值明显偏少。 他将这一时期称为“枯水周
期”。2014年全省平均降雨量1503毫米， 较历
年均值偏多3.7%，为平水偏丰年份。从2015年
开始， 湖南已经迎来新一轮丰水周期的“拐
点”。2015年、2016年，全省平均降雨量分别达
1609毫米、1628毫米，较历年均值偏多11%和
12.5%。

今年以来的降雨量， 仍然印证着丰水周

期的趋势。据省水文局统计，今年1月1日至3
月31日， 全省累计平均降雨量308.0毫米，较
历年同期均值偏多13.7%。其中，3月平均降雨
量194.8毫米，较历年同期均值121.9毫米偏多
59.8%。

此前，省气象、水文部门联合召开的今
年汛期雨水情长期预测会， 也预测今年全
省降雨量正常略偏多， 雨水集中期主要出
现在5月中下旬、6月中旬至7月上旬。另外，
今年台风影响程度重于常年，8月份湘东南
地区还有雨水集中时段。在雨水集中期，湘
江中上游、沅水流域、洞庭湖区将有较大洪
水发生， 山丘区由暴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
害多发。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柳德新）4月1
日，我省进入长达半年的汛期。今天，湘江上
游出现“桃花汛”，拉开了今年汛期序幕。

3月28日至31日，我省出现一次较大降雨过

程，全省平均降雨量为37.7毫米，降雨主要集中
在湘中以南的郴州、永州、衡阳等地。全省降雨
5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约5.06万平方公里。双牌县
理家坪乡车龙村累计降雨量最大，达191.0毫米。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湘、资、沅、澧
四水水位均有一定上涨。其中，湘江流域各站水
位上涨幅度较大。今天18时，湘江上游老埠头站
水位102.13米，逼近103.00米的警戒水位。今天
上午，省水文局一度发布洪水黄色预警。

省防指今天5时调度双牌水库、欧阳海水
库开闸泄洪， 下泄流量分别为800立方米每
秒、2000立方米每秒。

湖南再迎丰水周期
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仍是主要矛盾

湘江上游现“桃花汛”
双牌水库、欧阳海水库今年首次泄洪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省政协在长沙召开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与湖南省关于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
合作问题调研座谈会，就儿童早期发展领
域合作问题进行探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省政协副主席
杨维刚参加座谈。

2012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古丈
县人民政府合作实施“山村幼儿园计划”项
目试点， 结合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源向农村
地区3至6岁儿童提供全覆盖的早期教育，
以提高贫困地区及偏远地区的早期教育
机会公平和质量，截至目前，已开办山村幼
儿园70所（点）。3月28日至30日，卢迈一行
赴我省古丈县，就当地0至3岁儿童早期教
育和养育状况与“山村幼儿园项目”进展情
况进行了调研。

座谈会上，双方听取了省教育厅、省扶
贫办关于我省贫困地区学前教育情况的

汇报， 并围绕学前教育的重点难点问题进
行了深入交流。

“解决贫困地区儿童发展和学前教育问
题，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卢迈说，基金会
在古丈县的“山村幼儿园项目”进行得十分顺
利， 目前已有800多名适龄孩子在山村幼儿
园接受学前教育，约占古丈县适龄儿童数量
的20%。 希望进一步做好幼教志愿者的培训
工作，稳定他们的收入，引入更好的教育资
源。“古丈县委县政府已经决定全面接手山村
幼儿园，我们将协助他们做好其他方面儿童
早期发展的教育。”

杨维刚感谢基金会和卢迈一行对我省
农村贫困地区学前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表示将结合省政协“推进我省教育扶贫”重点
课题调研，认真学习基金会“山村幼儿园项
目”的好作法、好经验，并推广实施；并针对学
前教育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努力推进我省农
村幼儿教育事业发展。

努力推进我省贫困地区学前教育事业
省政协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召开专题座谈会，卢迈、杨维刚出席

《人间正道》诗文集在长沙首发

探索防汛与地质灾害救援机制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成立专门分会

千树万树
桃花开
3月31日， 炎陵县

霞阳镇中团村， 黄桃园
中桃花绽放。 炎陵县有
30多年的黄桃栽培历
史，2011年被评为“中
国优质黄桃之乡”。去
年， 全县黄桃种植总面
积达3.18万亩，产值1.5
亿元。 黄桃产业在脱贫
攻坚中取得了显著成
效，全县累计有9240名
贫困人口依靠种植黄桃
而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刘洪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