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井杆要自立”
——一个脱贫村党支部书记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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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进驻期： 2017年4月24日—5月24日
专门值班电话： 0731-81110879

专门邮政信箱： 长沙市第440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早8:00—晚8:00

中央驻湘环保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张克鹏 罗延柯 袁江

近日， 常德市武陵区芷兰街道沙河社区
网格员胡艳来到帮扶对象吕某家中走访。吕
某曾是吸毒人员，在社区民警、网格员、禁毒
志愿者帮助下，成功戒掉毒瘾，开了两家灯具
批发店，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这是武陵区帮扶吸毒人员回归家庭和社
会的一个缩影。去年，该区将网格化管理与禁
毒工作相结合，探索建立“互联网+禁毒”新模
式，构建“3+1+N”管控网络。今年4月，国务
院、 国家禁毒委和省委政法委相继派人来武

陵区调研，对其做法给予肯定。

织好一张网
武陵区充分利用网格化在社会治理中的

优势，从去年起，每年安排100万元专项经费
（今年追加到135万元）， 用于全区128个社区
（村） 工作站及577个网格吸毒人员管控服务
工作，构建“3+1+N”管控网络。“3”指社区
（村）网格长、社区民警、网格员，“1”指网格党
支部，“N”指民政、人社、司法等相关部门，共
同对辖区内吸毒人员进行分级管控。

按照出所必接、信息必录、过程必评、管
控必严、违约必究的流程，武陵区社会治理指

挥中心、派出所、街道、社区、网格及相关部门紧
密配合，对吸毒人员进行动态管控。街道、社区、
网格禁毒专干接收吸毒人员后，为其提供戒毒
康复、管控巩固、就业安置、生活保障等服务，确
保社区禁毒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建好一份档
“姓名：夏某某；性别：男；出生日期：1975

年11月16日；吸食毒品类型：海洛因……”
一份吸毒人员的电子档案里， 包含了其

基本信息、接收时间、风险评估、社区戒毒协
议、尿检情况、走访记录、关爱帮扶和请假销
假等各类信息。 荩荩（下转9版）

铺就充满温情的回归之路
———武陵区探索建立“互联网+禁毒”新模式

�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白培生 李秉钧 颜
石敦 ）5月22日，第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
物宝石博览会在郴州落幕， 参观人数和交
易总额再创新高。 矿博会组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展会期间举办的招商推介会，引进
了矿物宝石产业项目15个，总投资额100.8
亿元。

郴州是有名的宝石王国， 可开采矿物晶
体储量达132万立方米。近年又发现储量丰富
的玉石资源，包括通天玉、黄蜡玉、粉晶、汉白
玉、湘南红、墨玉等，红黄蓝绿墨青紫应有尽
有。此外，该市年产黄金近10吨、白银近9000
吨，年加工提炼的白银占全国总量40%。矿博

会永久落户郴州， 使郴州矿物宝石产业发展
迎来了新的机遇。

2014年， 省政府办公厅专门下发支持
宝石产业发展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 郴州
随即出台促进宝石产业发展的意见， 将宝
石产业列为该市重要的新兴优势产业，力
争通过5至10年努力，将矿物宝石产业打造
成千亿产业。该市按旅游景区标准，加快建
设国际矿物宝石文化产业园、 国际矿产资
源交易中心、郴州石博园、高档石材创意加
工基地， 规划近期将郴州大道城区段5公
里、远期将郴州大道近50公里沿线区域，建
成以矿物宝石经济为主导，集会展经济、旅

游经济、金银珠宝、文化创意于一体的矿物
宝石经济带， 培育千家矿物宝石及文化创
意产业企业， 建设全球品类最全、 品质最
优、品位最高、价格最实、购物最放心的国
际矿物宝石品牌市场基地， 创响“金玉郴
州”区域品牌。

目前，郴州市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心、郴
州石博园已建成运营， 全市形成了以矿物宝
石、金银首饰及工艺品为主导，以工艺美术、
展会博览为配套，较完整的矿物宝石产业链。
去年，全市矿物宝石产业（含金银珠宝）创产
值150亿元，相关企业发展到200多家、从业人
员10万余人。

创响“金玉郴州”区域品牌

郴州打造矿物宝石千亿产业
湘声

自开展环保督察以来， 中央环保督
察组每天都向我省转办群众信访举报
件。其中反映的一些问题，通过报纸、电
视等媒体呈现出来，看后发人深省。

我们常讲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相信
群众。这次中央督察组来，群众信访举报
件就来了；群众发动起来了，环保问题就
没有藏身之处了。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
量。但要深刻反思的是，有的环保问题发
生在眼皮子底下， 我们为什么就没有看
到，或者看到了却置若罔闻？更有甚者，
可能有个别地方的领导当官做老爷惯
了，群众意识淡薄，对中央环保督察组转
办的信访举报件， 第一反应不是去核实
问题的真伪、查找问题产生的根源、制订
解决问题的举措， 而是打探举报信息的
来源。这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做法背
道而驰。

随着环保督察的持续深入， 出现了
一种担忧的声音： 湖南的环保督办件可
能在全国要排第一了。 这当然不是一件
光彩的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件

“好事”。这些环保问题迟早要发现、迟早
要整改，晚改不如早改。个别地方的领导
在掰着手指头数日子， 盼着督察早点过
去。这些现象说到底，是我们一些领导干
部在思想认识上、工作作风上出了问题，
缺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思想自觉 、政
治自觉、行动自觉。

要看到， 环保督察是帮助我们改进
工作作风、 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一次有力
促进。 我们要借着环保督察这股强劲的
东风、拿着这柄“尚方宝剑”，不怕亮丑 、
不怕揭短，集中精力抓好整改，该查处的
查处，该问责的问责，把多年没有解决的
问题真正解决好；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
加强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 坚决斩断环
保问题背后的利益链。

这次对群众环保信访件的督办 ，就
是一次践行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一
切相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生动实践。
我们要紧紧依靠群众，对发现的问题，从
制度上、 认识上进行深度剖析， 深刻反
思，汲取教训，并举一反三，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民， 真正让绿色发展理念在三湘
大地落地生根。

�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杨粲） 据省防指今天发布的消息，
省委宣传部等22个省防指成员单位近日
已完成联系县（市、区）备汛工作检查，进一
步督导联系县（市、区）落实备汛措施。

根据省防指成员单位联系县（市、区）
防汛抗旱工作安排， 省委宣传部、 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等22个省防指成
员单位分别联系一个县（市、区）防汛抗旱

工作，主要职责包括：负责检查和督促贯彻
落实省委、 省政府及省防指关于防汛、抗
旱、抢险、救灾工作各项决策的情况；督促
做好年度防汛抗旱各项准备工作、 落实防
汛抗旱工作责任制；发生重大水旱灾情时，
协助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指导灾区恢复生
产，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修复水毁工程；帮
助解决防汛抗旱中出现的问题。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协办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吴俊 周萍

5月22日，浏阳永安。湖南袁创超级稻技
术有限公司150亩育种基地里，85个杂交稻品
种刚刚播下种子。

该公司首席科学家邓启云研究员的办公
室里，摆上了两份崭新的获奖证书———“广适
性水稻光温敏不育系Y58S选育及其生产配套
技术”项目获2016年度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广适性超级杂交稻新品种选育与绿色生产”
获首届省科技创新奖。

双喜临门的项目主持人邓启云研究员告

诉记者，两个获奖项目的核心创新都源
于Y58S这个“超级母亲”。目前，Y58S
正在海南、云南大面积繁殖，分别处于
大田收割、移栽阶段。

“超级母亲”到底有多牛？
“截至2016年底，Y58S被全国108家育种

单位引种应用， 通过省级以上审定在生产上
种植的Y两优品种有95个，今年还有13个Y两
优新品种已完成所有试验程序将释放到市
场， 审定区域覆盖南方籼稻全部3大生态区，
是我国审定品种最多、 应用范围最广的两系
杂交稻骨干亲本。”邓启云说，其中就有超级
稻二、三、四期攻关的领跑品种Y两优1号、Y
两优2号、Y两优900。

说起Y58S的问世， 还要先讲一件当年在
中国杂交稻研究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要实现两系杂交稻， 育种家们首先必须

培养出一个优质母本即不育系。1989年遭遇
的盛夏罕见低温使当时的光敏不育系严重
“打摆子”，不育变成了可育，当年杂交稻制种
出现大面积失败。从那时起，寻找不育起点温
度较低、繁殖制种安全，且能让杂交稻种子高
产又适应性强的实用光温敏不育系， 成为我
国两系杂交稻研究的方向性目标。

1998年，邓启云带领团队加入了研究大军。
2001年3月出现了转折。“当时在海南三

亚的试验田里转悠， 我看到一株不育株突然
眼前一亮，株形好、长势好，像是见到了‘梦中
情人’。”邓启云“嘿嘿”一笑。这就是Y58S。

很快，邓启云用这个不育系配组选育出Y
两优1号， 成为第二期超级稻代表性品种，也
是2010年至2013年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
水稻品种。邓启云透露，Y两优1号和第一期超
级稻代表性品种两优培九是“同父异母”。

荩荩（下转4版）

“超级母亲”育出95个两系杂交稻品种

� � � � 16年前在海南三亚的试验田里出现的一株水稻，让育种家邓启云感叹像是见到了“梦中情人”。
这个叫Y58S的不育系，撑起了两系杂交稻半边天———

5月22日，对接长沙浏阳河大道与川河路的圭塘河大桥东西双向主拱合龙。新建的长沙圭塘河大桥是一座提篮式
拱桥，全长351米，双向四车道通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范梅开 摄影报道大桥合龙

落实防汛抗旱工作责任制
22个省防指成员单位完成联系县（市、区）备汛工作检查

依靠群众抓好环保问题整改

� � � �湖南日报澳门5月22日电（记者 陈昂昂
苏莉）今晚，澳门湖南联谊总会第二届理监
事就职典礼在澳门举行。 湖南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姚坚， 外交部驻澳门特
别行政区特派员叶大波，湖南省委常委、省
委统战部部长、 湖南省海外联谊会会长黄
兰香，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梁

维特等3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 澳门湖南

联谊总会会长严海文带领总会理事、 监事
共63人宣誓就职。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
主席吴志良监誓。

李微微代表湖南省政协对澳门湖南联
谊总会第二届理监事就职表示热烈祝贺。

荩荩（下转2版①）

澳门湖南联谊总会
第二届理监事就职

李微微出席

�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陈淦璋）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绿色信贷大有可为。记
者今天从北京银行长沙分行获悉， 截至今
年一季度末， 该行近3年累计向省内环保
企业投放资金24.35亿元， 年均增长超过
400%，支持了重点节能工程、循环经济发

展、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重点流域水污染治
理等领域的大批企业。

北京银行长沙分行依托总行“绿色金
融”特色品牌，早在2011年就开始涉足节
能环保领域，走在我省同业前列。

荩荩（下转2版②）

北京银行在湘“绿色信贷”
年均增长400%

近3年累计向省内环保企业投放24.35亿元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孤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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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限贷限购调控政策发挥作用， 我省商品房
销售出现明显降温迹象。今天，省统计局发
布数据， 前4个月， 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1887.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8.7%，增速同
比回落8.1个百分点、 较一季度回落7个百
分点；商品房销售额959.77亿元，同比增长
30.1%，增速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较一季

度回落6.9个百分点。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
幅双双降至自2016年以来最低。

从库存数据看，4月末， 全省商品房待
售面积同比下降23.8%、 比一季度末减少
101.73万平方米， 待售面积处于近两年低
点，库存去化成果显著。其中，住宅库存下
降尤为明显，待售面积同比减少34.0%。

荩荩（下转3版②）

全省商品房销售降温
销售面积、销售额增幅降至2016年来最低，但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逆市提升

二宝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