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评论员

天灾无情，随时有可能带来人
员生命与财产损失。只有精准把握
灾情发生规律，采取科学有效应对
措施，才有可能将损失降低到最低
限度。

防汛抗灾， 犹如上阵对敌，关
键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牢
牢把握主动权。只有牢牢掌握防汛
抗灾主动权，才能让每个党员干部
的坚守和付出真正成为现实的战
斗力， 打赢防汛抗灾这场硬仗，最
终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宁、安全。

掌握主动权，首先就要树立高
度的责任心，始终把人的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防汛抗灾是一场容不
得任何闪失、必须打赢的硬仗。“夫
战 ，气也 。”在防汛抗灾形势下 ，高
度的责任心 ，敏锐的警惕感 ，就是
抗灾之“气”。时刻保持充沛旺盛之
“气”，挟“气”上阵，一鼓作气，就能
在这场战斗中占得先机。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掌握
主动权就必须精准掌握汛情，不仅
要了解宏观情况，还需熟知局部细
节 ；不仅掌握静态历史 ，还须了解
即时动态。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

信息化手段 ，通过大数据 、云计算
精准研判雨情、水情，及时、科学开
展防汛抗灾工作，掐住汛情水灾的
“咽喉”，进而保证各项处置措施精
准到位，防汛兵力精确到位。

掌握主动权，就要认真做好准
备 ，打好防汛工作的提前量 。各地
必须配备一支精干的防汛队伍，呼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则胜；必须
有充足的物资储备，保证出现险情
时可以及时迅捷地输送；必须将近
年来交通 、装备 、材料等众多领域
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充分应用于防
汛工作，把生产力发展成果运用到

与自然抗争的实践，真正做到以丈
尺之功备寸厘之虞。

当前，全省各地各级正按照省
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省防指的
安排调度 ， 有条不紊地开展抗灾
抢险 。 经过全体干部群众的不懈
努力 ， 全省防汛救灾工作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 也取得了总体防汛
救灾的主动 。 但来自气象部门的
预报显示， 降雨带在南移， 湘西、
湘北地区今后几天还有可能再度
面临强降雨袭击 。因此 ，全省防汛
救灾仍将面临严峻的形势 ， 防汛
工作任重道远。 荩荩（下转2版②）

强降雨
“转战”湘中以南

在 湘 中 以 南
持续时间更长、累积
雨量更大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今天，6月
22日以来影响湘中以北地区的
强降雨带开始南压。 省气象台预
计， 未来1周湖南强降水过程频
繁，雨水相对集中，随着降雨区域
逐步南压，25日至28日强降雨带
主要在湘中以南地区，29日至30
日强降雨带北抬， 湘中以南地区
有洪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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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颜洪波 刘国庆

“山里人能吃上干净的自来水，
是我大半辈子没想到的事。”6月22
日上午10时， 记者来到祁东县凤歧
坪乡清华山村灵官庙片，村民曾凡杰
顺手拧开水龙头，白花花的水一会儿
工夫就盛满了一桶。“感谢扶贫工作
队帮我们建了自来水饮水工程，解决
了全村人饮水难。”曾凡杰说。

灵官庙片以前是一个行政村，
2015年与光祖村合并为清华山村，
属省级贫困村，目前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49户202人。

“凤歧坪乡地处衡邵干旱走廊核
心区， 全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属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表蓄水能力极
差，全乡缺水严重。”“80后”女乡长
彭双娣说， 缺水在灵官庙片尤为突
出，别说生产用水，生活用水都成问
题，很多老百姓要走几里山路到山间
一泉眼挑水。

“从山上到泉眼来回3公里多，一
天挑水要花很长时间。” 村民曾令剑
告诉记者，大旱之年，田里种的作物

都会干枯。
“2014年底，我初到凤歧坪乡任

职。” 彭双娣说， 当时她到原灵官庙
村，看到一位老奶奶提着水桶，在浑
浊的山坑里舀水，这个场景让她如鲠
在喉。去年，计划在原灵官庙村村部
附近建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
置10户28人。 但饮用水问题如何解
决？这成了压在她心里的一块石头。

“水的问题不解决，扶贫工作无从
谈起。”彭双娣说。彭双娣与衡阳市委
组织部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胡萃反复
商量， 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原灵官庙
村村部附近建一个集中饮水工程。

饮水工程估算需几十万元，钱从
哪里来？哪里又有充足的水源？一道
道难题摆在面前。

去年6月， 彭双娣同胡萃等心急
火燎赶到省水利厅汇报工作，不料厅
里负责人在开会。彭双娣等人从上午
8时30分一直等到中午1时20分，硬
是将厅里一位负责人请出会议室，递
交了报告。 这位负责人当即表态，将
灵官庙片饮水问题，纳入全省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计划。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耀

5月27日和6月3日， 长沙市政
府分别颁布了由市长陈文浩签署的
第131号、第132号政府令，将89项
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权限下放至全市
13个工业园区， 并赋予湖南湘江新
区44项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长沙市
主动探索简政放权的改革， 一直走
在全国前列。 央视新闻联播曾对此
给予关注。

简政放权，4年 “得”大
于“失”

4年前，一家PVC（聚氯乙烯）企
业属意浏阳经开区， 当他们东奔西
走把一整套项目审批流程走完时，
市场上已出现30余家竞争对手。因
错失良机，该项目最终“流产”。“企

业抢夺市场， 有时谁先拿到一纸许
可，谁就赢得了先机。”浏阳经开区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王松林不无遗憾
地说。

政府审批流程所花时间越短，留
给企业的决策机会就越多。 对这一
点，长沙市的主要领导一直保持高度
清醒的认识。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多次提出，要“打造审批环节最少、办
事效率最高、创业环境最优、体制机
制最活的园区”。长沙市委副书记、市
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陈文浩
指出，市级权限，尤其是涉及工业企
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权限，要向所有
园区下放。为确保简政放权制度改革
顺利进行，陈文浩出仼长沙市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常务副市
长张迎春任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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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5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于6月29日至7月1日赴香港， 出席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 并视察香港特
别行政区。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冒蕞）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在长沙会见泰国立法议会主席蓬佩
一行。

许达哲对蓬佩一行来湘考察
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
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
中泰友谊源远流长，各领域友好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湖南和泰国历史
文化积淀深厚， 自然旅游资源丰
富，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双方
进一步加强高层互访， 在友城对
接、经贸、文化和旅游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不断扩大双向贸易和投
资，推动双方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
展。湖南欢迎更多泰国企业来湘投
资， 并将为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也期待湖南在泰项目得到泰国政
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蓬佩说，泰国赞赏“一带一路”倡
议，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及东盟国家
的友好合作关系。泰国一直将湖南视
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将继续加强双方
经贸、文化、旅游合作及民间交往，推
动双方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

副省长何报翔参加会见。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陈
勇 通讯员 祝林书）记者从今天下
午召开的全省自然灾害灾情和救
灾工作新闻通气会获悉，针对当前
我省部分地区出现的严重暴雨洪
涝灾情，今天凌晨1时，省减灾委办
公室、省民政厅紧急启动了省级Ⅳ
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灾情进一步
发展，15时升级为Ⅲ级响应。

省减灾委副主任、省民政厅厅
长唐白玉在通气会上说，6月22日
晚开始，我省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
强降雨。这轮降雨雨量多、强度大、
历时长，加上前期降雨影响及强降
雨区域多为山区，造成部分地区河
水暴涨、道路交通中断，全省汛情

面临复杂严峻的局势。 截至6月25
日15时，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政
厅汇总统计，此次降水造成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长沙市、株洲市、
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岳阳市、
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娄底
市、 怀化市12市州66县区204.5万
人受灾，因灾死亡6人（永顺县2人、
泸溪县3人、湘乡市1人，均因滑坡
致死），转移安置8.2万人，需紧急
生活救助5.2万人，倒塌房屋483户
1525间， 严重损房942户2377间，
一般损房10846户27372间， 农作
物受灾面积160.4千公顷， 绝收面
积14.4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20.2
亿元。受灾较重的地区有自治州吉

首市、凤凰县、花垣县，岳阳市临湘
市，常德市桃源县、临澧县，张家界
市慈利县，怀化市沅陵县、辰溪县、
麻阳苗族自治县等。

会议通报了党中央、 国务院、
民政部对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的指示批示精神， 传达了省委、省
政府领导对全省防汛抗灾工作的
要求。针对当前严重暴雨洪涝灾情
和防灾救灾工作，省民政厅高度重
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方针，统筹做好应急救灾和预警防
灾、避险减灾工作，采取提前安排
部署、迅速组织应对等措施，妥善
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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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 李书庚

生猪人均出栏量居全国首位，
猪肉、 牛肉出口量排全国第一，家
禽、 牛羊出栏量居全国前列……养
殖大省湖南， 担当起保障肉品供给
的重任， 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生态
环境的负担。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一手抓保供给、促增收，一
手抓保环境、护生态，走出了一条符合
湖南省情的畜牧业绿色发展之路。

以地定养、禁养区退出、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一系列“组合拳”的推
出，以治污倒逼畜牧业转型升级，三
湘大地唱响一曲曲绿色牧歌。

水网治污，湘水洞庭扬清波
夏至时节， 小荷露角， 杨梅吐

艳。衡阳市郊的东阳渡，江畔农庄好
休闲。

4年前，湘江岸边的东阳渡分布
着几十家猪场，粪污直排江中，气味
令人掩鼻。

今昔对比，东阳渡的“重生”，正
是养猪大市衡阳巨变的缩影。在湘江
保护与治理行动中，全市清退湘江两
岸规模养殖场931家， 减少生猪养殖
量25万头，还“母亲河”一江清水。

粮猪安天下，湖南重养猪。沿湘
江两岸、洞庭湖区，曾经大小猪场密
布，粗放的饲养方式，欠缺的环保意
识，一度让近岸水体发黑变臭。

一边是农民养殖增收，一边是生
态环境保护，看似两难的选择，省领
导一语定调：“养猪、养牛、养鸡，怎么
养都可以，但是都不能污染环境。”

山清水秀空气好， 百姓生活才
幸福。 省委书记杜家毫几次部署养

殖业污染治理，提出把“绿色生态”
作为衡量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指
标，要求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

践行绿色发展，湖南奏响“三部
曲”，大力治理水网地区畜禽养殖环
境。

2014年， 省政府启动湘江流域
保护和治理的“一号重点工程”。湘
江流经的省内6市，在干流两岸一公
里以内的禁养区实施退养。 至2015
年全面完成任务， 共退出或搬迁规
模畜禽养殖场2273家， 拆迁栏舍面
积86万平方米，退养网箱4558口。

2016年， 省政府铺开洞庭湖水
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动， 包括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专项整治”“河
湖围网养殖专项清理”两大行动，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

继湘江流域、 洞庭湖区整治之
后，省政府今年又决定，对10座大型

水库周边养殖环境实行综合整治。
饮用水源水库拆除所有网箱围栏，
水库主干流两岸500米以内划为禁
养区， 所有存在环境污染的畜禽规
模养殖场全部退出。

从湘江到洞庭湖， 再到大型水
库的周边， 有污染的养殖场再难扎
根。

如今，湘江水质明显好转，洞庭
湖大湖美景更迷人。 水网治污重现
碧水清波， 越来越多的水岸人家享
受“诗意栖居”。

绿色转型，现代猪场似花园
在湖南，养殖业占农业的“半壁江

山”，而生猪又是养殖业的“擎天柱”。
随着水网地区“退养”，环保不

达标的规模猪场纷纷关停， 湖南生
猪产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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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大省湖南，加速畜牧业转型升级———

绿色牧歌飘三湘
许达哲会见

泰国立法议会主席蓬佩一行

应对当前严重洪涝灾害

我省紧急启动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防汛要以丈尺之功备寸厘之虞

长沙：简政放权走在前

引来甘泉润民心

全力防汛抗灾 确保群众安全

湘江
水涨
6月 25日 18

时许，长沙滨江文
化园附近，湘江及
浏阳河水位明显
上涨。 连日来，受
上游来水和降雨
影响，截至当天19
时，湘江长沙段水
位达33.52米，水
位较前一日上涨
1.81米。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习近平将赴香港
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
典礼并视察香港特别行政区

6月21日，祁东县凤歧坪乡清华山村灵官庙片三组，村民用上了自来水。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摄

坚持资源化利用 实现绿色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