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通讯员 欧阳毅 徐锐
记者 彭雅惠）为应对暴雨洪涝灾情，今天，省财
政厅紧急下拨防汛救灾资金2000万元。 资金补
助对象为近期灾情严重地区，主要用于防汛抢险

物资消耗补助，灾区群众安置救助等方面，其中，
防汛资金600万元，救灾资金1400万元。

此前， 省财政厅于7月2日拨付防汛救灾
资金4000万元，加上此次拨付，我省在2天内

共紧急调拨资金6000万元赈灾。
省财政厅表示， 各地要严格遵守有关资

金管理办法，加快资金拨付和预算执行，确保
专款专用。

沈德良

这几天， 很多人都看到过这样一段视
频：一辆装着石块的皮卡车，被几名村民推
入湍急的排洪渠里。 这辆车的主人是长沙
县黄兴镇仙人市村支书刘兵。

事发7月1日上午， 村内排洪渠出现洪
水倒灌， 背后就是村民的住房和成片的稻
田、苗木场。在尝试很多种方法无法止住水
势后， 刘兵情急之下与几名村民一道将自
家的皮卡车推下沟渠堵管涌口。

事后， 刘兵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辆
车跟我几年了，现在基本算是报废了”，“和
全村的安全比起来， 这几万块钱的损失值
得”。一声“值得”，道出了这名党员义与利
上的取舍，彰显着一名党员舍小家、为大家
的责任担当。

几天来，全省各地抗洪抢险一线，涌现
出了许许多多像刘兵一样让人肃然起敬的
共产党员： 长沙市天心区八旬老党员胡子
元， 主动向社区申请担任义务巡逻员；“我
是军人，更是党员”，益阳市100多名即将脱

下戎装的党员，义不容辞的冲在前面；在辰
溪县龙头庵村， 支部书记米长生趟着齐腰
深的洪水，救回了被洪水围困的村民……

洪水如镜，折射出党性、忠诚。这正如
每次危急关头，共产党员总是冲在前、挺在
先，守护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全省几十
万名党员干部日夜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
他们成为了受灾群众的主心骨、 抗洪斗争
的生力军。

“谁是共产党员，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
是德国工程师曼福雷德·布罗克到中国后的
最大感受。 这些普通党员， 平时犹如邻家兄
弟，平淡普通的日子里，他们同样为生计劳碌
着。但每至关键时候，他们便能表现出与常人
不一样的境界，冲得上、挺得住、豁得出。

灾情面前， 不仅考验党员干部沉着冷
静、科学应对的智慧，考验着“冲在前列、干
在实处”的政治本色，也考验着危机关头的
责任担当。“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党员，
跟我冲”……一句句简单朴素的话语、一声
声铿锵有力的号令， 汇聚成了全省各地抗
洪抢险一线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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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早上8时50分，国家防总工作组组
长、长江水利委员会建管局局长徐勤勤一行，
分乘3辆越野车，赶往泸溪县浦市镇指导抗洪
抢险。

9时20分，3辆越野车行至浦市镇下湾处
时，前面一片汪洋。水已经漫到了马路上，分
不清道路与河面，非常危险，司机只好减速。

这时， 从浦市镇方向开来一辆120救护
车。 见洪水没过车轮，120救护车被迫停了下
来。车上下来一个约50岁的妇女，朝国家防总
工作组车队招手示意停车。 坐在第一辆车上
的自治州副州长何益群，连忙下车询问原因。

妇女姚玉珍恳求道：“我女儿马上要生
了！可这么大的水，救护车过不去，能否坐你
们的越野车去医院？”

当天早上，姚玉珍的女儿叶红先兆临产。

她和老伴及女婿， 马上把女儿送到浦市镇医
院。 医生说：“古城堤坝外的沅江水位不断上
涨，还有洪峰即将过境，怕造成暂时的停电，
建议到泸溪县人民医院待产。”

姚玉珍一行马上坐上救护车， 直奔泸溪
县人民医院。可到了浦市镇下湾处，救护车因
底盘较矮，无法越过洪水。万般无奈之下，姚
玉珍才招手拦车。

问清楚原委，何益群立即走向第二辆车，
向国家防总工作组报告情况。 组长徐勤勤听
后，果断说道：“我们就是来指导抗洪抢险的，
送孕妇也是抢险！”

由于第三辆车上装有设备，不好再坐人。徐
勤勤说：“前面车上的人， 都坐到我这辆车上来。
大家挤一挤，腾出一辆车，送他们上医院。”

这样，腾出了一辆白色越野车，徐勤勤、
何益群反复叮嘱司机， 尽快把孕妇安全送到
泸溪县人民医院。

白色越野车趟过1米多深的水，稳稳地停
在了120救护车旁。

3台越野车上的人和救护车上的人一起，
忙着搬被褥等物品，司机把座位尽量摇平缓，
铺床铺，3分钟就准备好了。

9时30分，白色越野车调头向泸溪县城方
向驶去。

车子启动前， 姚玉珍特意问何益群：“你
们是哪里人啊？”

何益群笑着答道：“有吉首人， 也有北京
人。”

9时50分，越野车安全抵达泸溪县人民医
院。截至记者发稿时，叶红仍在医院待产。

叶红的丈夫龙泽华说：“当时太心急了，
都忘了问他们尊姓大名。 当时只感到有一股
暖流从心底升起。”

“那3台车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孩子的恩
人。”龙泽华感恩地说。

三湘时评

舍小家，彰显共产党员责任担当省财政紧急下拨防汛救灾资金
2天内调拨赈灾资金6000万元

国家防总工作组车辆临时调头———

“送孕妇也是抢险！”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
天，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再赴一
线督战湘江超历史洪峰时强调， 要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保卫长沙安宁祥和。

易炼红一早沿湘江东岸查看各堤段防
守情况。在华远华中心对面，南湖新城公司
60余名员工组建的突击队正全力垒沙袋，
自1日晚一直奋战至今。在抢险队伍中，30
多名回族志愿者的身影格外打眼。 来自兰
州、 在南门口开了一家拉面馆的马叶赛大
叔， 率领他的店员们赶来参与抢险。 在长
沙，类似这样自发的抢险突击队还有很多，
大家撸起袖子自告奋勇地站在了抢险一
线， 携手并肩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守
护长沙城的“生命线”。

易炼红向奋战在一线的抗洪人员致以

敬意。他说，站在湘江大堤上，一边是面对
气势汹汹的洪水，我们的党员干部、人民子
弟兵和广大群众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
壁，一边是市民生产生活的安宁有序，这是
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下一步，全市上
下要继续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抗击洪水，
务求全胜！

随后， 易炼红又赶往雨花区跳马镇曙
光垸大堤。昨日，该堤段出现20余处管涌，
部分大堤发生漫堤，千余名群众紧急转移，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群众没有伤亡， 是最
大的胜利。”易炼红要求当地负责同志继续
坚守一线，组织干部群众全线巡堤查险，杜
绝类似险情出现。同时，拿出科学管用的方
案，尽快修复受损的基础设施，帮助转移群
众尽快回到家园，恢复生产生活。

众志成城保卫长沙
易炼红再赴一线督战湘江超历史洪峰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王曦）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
长黄关春在省公安厅指挥情报中心视频调度
全省公安机关防汛抗灾情况并要求， 把防汛
抗灾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众志成城打
赢这场硬仗。

黄关春强调，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克

服厌战情绪、麻痹松动思想，全力以赴、全
警动员，主动参与、积极作为。要密切关注
汛情灾情变化发展， 安排足够警力24小时
值班备勤， 随时做好救援和增援的相关准
备。要严厉打击趁灾盗窃、抢劫等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 特别要坚决打击散布灾情汛情
谣言、造谣传谣、制造社会恐慌的行为，全

力维护汛期社会治安秩序。要全员上路、驻
守一线，全力开展灾区道路秩序疏导、事故
预防、抢险救援和群众疏散转移等工作。要
全力做好抢险物资保障供应， 切实做好雨
具、手电、皮划艇、编织袋、铁锹等救援物资
的调配保障。

截至7月3日10时， 全省共接报灾情警情
2.2万余起，出动警力27.5万人次，车辆7.6万台
次，舟艇200余艘次，营救被困人员7350人，疏
散群众138626人， 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有效维护了全省社会治安稳定。

黄关春调度全省公安防汛抗灾工作并要求

全警动员打赢抗洪硬仗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沈纪专）7月3日下午，在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 省纪委组
织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 贯彻落实王岐山同
志在中央纪委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奎出席并讲话。

傅奎指出，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系列讲
话精神，深入落实王岐山同志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讲话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全省以“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为抓手，加强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工作，抓得早，取得了较好成效。但

也存在一些不足，要切实加以解决。
傅奎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按照新要求、

新站位，抓紧研究部署，提出贯彻措施，切实抓
好落实。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巡视巡察，严
肃查处扶贫领域“雁过拔毛”式腐败案件，解决
扶贫工作中作风不实、监督执纪问责不严等问
题。通过公开通报一批典型案件、挂牌督办一批
案件线索、直接约谈一批责任人员，进一步强化
各级各部门责任。 要深化源头治理， 加快推进
“互联网+监督”， 强化标本兼治扶贫领域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制度机制支撑。

傅奎就全省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再动员再部署

为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
上午，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常委、省委统
战部部长黄兰香赶赴湘潭市，现场督导检查
防汛救灾工作， 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
继续把防汛救灾当作当前头等大事，顽强坚
守，不退到安全水位决不收兵，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
文，省军区副政委许凤元参加督导检查。

湘江湘潭段水位自6月29日超警以
来，已高位运行4天。黄兰香听取了湘潭市
防汛救灾工作汇报，并赴部分堤防、企业，
现场查看汛情及灾情。

在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300
人组成的抗洪抢险应急分队和8台工程
车、30车抢险应急物资正集结待发。 黄兰
香称赞湘钢：“关键时刻， 体现了大型国有
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大家辛苦了，我们也来搭把手。”在曾

经出现渗漏险情的湘江风光带九华段八标
段， 黄兰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坚守在抢险
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并扛起沙包，用
实际行动鼓舞士气。 非公企业泰富重工组
织了100人的抢险应急队伍， 坚守在大堤
上，黄兰香勉励他们继续发挥人员、设备、
技术优势，守护共同的家园。

晚上8时，黄兰香一行又来到湘江湘潭
段仰天湖大堤、向家塘堤段，拿着手电筒巡
查堤防， 并一再叮嘱要加大巡查力度和密
度，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

面对依旧严峻的防汛形势， 黄兰香强
调，要做到“思想上不松懈、工作上不松劲、
各项准备工作不松绑”，继续高标准严要求
查险处险，确保不溃一堤一坝一垸，坚决打
赢抗洪抢险攻坚战。

黄兰香还慰问了因内涝受灾的江南机
器集团。

黄兰香在湘潭市督导检查抗洪救灾工作时要求

不退到安全水位决不收兵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唐立勇）7月2日上午，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
委书记胡衡华到新化县督导防汛抗灾工作。
他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统筹安排，科
学调度，细致排查隐患，及时处置险情，充分
做好持续防大汛抢大险的思想准备、 人员准
备、物资准备，确保平稳、平安度汛。

近期强降雨导致资江水位持续上涨，新化

站于7月1日14时出现洪峰水位172.05米，超过
警戒水位4.05米。一到新化，胡衡华便直奔城
西防洪堤，现场查看防汛抢险工作，仔细询问
了解新化县应对洪峰的具体措施，并向奋战在
防汛抢险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随后，胡衡华在新化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组
织召开会商会，听取了新化县防汛抗灾工作情
况汇报。胡衡华强调，防汛是一项系统工作，要

加强统筹协调，防止打乱仗，在高位设防的基
础上，也要做好应急处置、群众转移方案，确保
万无一失。要科学调配人员力量，不打疲劳仗，
注意积蓄力量，确保必要时，什么时候都有人
顶得上。要摸查防汛物资，缺什么，立即补什
么。 要做好持续防大汛抢大险的思想准备、人
员准备、物资准备，雨情南移后，资江上游邵阳
还可能有大雨， 此轮洪峰过后也不能松懈，特
别要防止退水溃堤垮坝。要把工作做得再细致
一些，全面排查隐患，及时处置险情，特别是对
山塘水库，查险要勤，处险要快，确保不垮一堤
一坝，确保平稳、平安度汛。

胡衡华在新化督导防汛抗灾工作时强调

充分做好持续防大汛抢大险的准备

湖南日报7月3日讯（廖声田 宁奎）今
天，副省长张剑飞赶赴张家界市，检查指导
防汛抗灾工作。

入汛以来， 张家界暂未发生大的流域
性洪水， 澧水干支流部分河段水位有所上
涨，大部分水库水位持续上涨。截至7月1
日， 全市中小水利工程总蓄水量为2.39亿
立方米， 占应蓄水量的70%。 全市上型水
库，有31座水库达到汛限水位，其中22座
水库蓄满溢洪。

张剑飞先后来到涉水工程施工现场、
电站、景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地，就防汛
工作进行现场督导。在融山东路建设现场，

他详细检查了备汛情况， 询问了澧水水位
情况，并嘱咐工作人员密切监视水位变化。
在大峡谷景区，张剑飞来到指挥中心，通过
桥梁检测系统，对玻璃桥桥体、山体等安全
系数进行了解， 要求相关部门及景区以严
格的技术监测， 防止山体滑坡等事故的发
生，确保游客安全。

张剑飞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全面
开展度汛安全隐患排查， 重点加强基层防
汛责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要搞好监测、
精准分析、及时预警，补足备齐必需的防汛
抢险物资。要做好防汛应急预案，做到有备
无患，防止发生内涝，确保城区、景区安全。

做好防汛预案 确保游客安全
张剑飞赴张家界检查指导防汛工作

湖南日报7月3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7月
3日下午，副省长向力力赶赴衡阳市，现场督
导检查防汛抗灾工作。

向力力首先来到雁峰区黄茶岭街道湘江
村一组防洪闭合圈抢筑子堤现场， 询问受灾
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并对奋战在抗洪救灾
一线的基层干部、武警官兵表示慰问和感谢，

对他们“迎战洪峰、人在堤在”的决心予以鼓
励。

在听取了衡阳市防汛抗灾工作汇报后，
向力力说，衡阳整体局势相对平稳，灾情控制
较好。他要求，要严密防守，防患于未然，防止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现象，要对隐患勤查
找、速整改；要科学抗灾救灾，各级指挥长要

熟悉应急预案，按照预案要求开展防汛救灾，
不忙中出乱；要严格问责，对玩忽职守及预案
不落实、责任不到位的现象，要有“挥泪斩马
谡”的决心。

向力力强调， 目前湘江干流全线接近和
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防汛形势严峻。要进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部门职责， 压实工作责
任，以最大的决心战胜“最高水位”。同时，坚
持“一手抓抗洪救灾、一手抓经济发展”，保障
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全面赢得抗洪救灾的胜
利，确保全年各项任务的完成。

向力力在衡阳督导检查防汛抗灾工作时强调

以最大的决心战胜“最高水位”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杨韬 向剑锋）今天上午，武警湖南总队政
委蒋建宇前往长沙市望城区八曲河徐家桥段
封堵管涌现场，现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并看
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长沙支队抗洪官兵。

自6月30日傍晚起，武警湖南总队紧急出
动长沙支队3批近600名官兵参加驻地抢险救

援。经过3天3夜的连续奋战，该支队官兵共转
移群众9475人，救援被困群众1476人，处置管
涌、 溃坝险情多起， 有力保障了重要堤防安
全，确保了驻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险情现场，看到官兵们抓紧快干、科学施
救的火热场景， 蒋建宇充分肯定了参战官兵面
对历史罕见、突如其来的汛情灾情，体现出了不

怕吃苦、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
蒋建宇强调， 湖南抗灾救灾正处于关键

阶段， 全体抗洪官兵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主席重要指示精神， 继续发扬敢打硬仗的顽
强作风，在抢险救灾中接受教育、履行使命、
发挥作用，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科学施策，完善各
类保障，确保人员安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奋勇拼搏，夺取抗洪救灾
的全面胜利。

蒋建宇看望慰问长沙抗洪官兵时强调

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

彻夜未眠战洪峰
7月2日22时许， 祁东县归阳镇， 救援人员转移受困群众。 连续暴雨与上游来水导

致该镇被淹， 该县人武部与归阳镇机关干部组成的救援抢险队彻夜未眠坚守岗位， 救援
转移受困群众。 曹正平 摄

�荨荨（紧接1版①） 各级各部门必须鼓足干
劲、保持警惕，做好迎接有可能出现的第
二次洪峰和打大仗打硬仗打持久仗的准
备。要坚决执行防指命令，做到令行禁止，
坚持查险排险处险避险不放松，抗灾救灾
相结合，进一步落实各级责任。要密切省
市县乡各级、河流上下游、职能部门之间
的信息互联互通，及时准确反馈雨情汛情
灾情，为省防指科学统筹、精准调度提供
依据。要密切监控气象变化，做好各项应
急预案和充足准备。

�荨荨（紧接1版②） 李微微一边鼓励受灾群众
要及时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一边对解放军指
战员与武警官兵在抗洪减灾中所做的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与慰
问。李微微说，要充分发动各方力量，切实有
效地开展灾后恢复重建， 做到洪水退到哪
里，次生灾害防御就推进到哪里，消毒防疫
就做到哪里。

冷水滩区曲河街道居民陈六九打理着20
多亩鱼塘，在洪灾中损失惨重。在这里，李微微
详细了解村民受灾程度、生产自救等情况，并

叮嘱相关负责人， 一定要帮助受灾严重的群
众渡过难关。

李微微要求， 广大领导干部要到险情最
危急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切实发挥
党员干部在一线的带头引领作用。 始终坚持
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将防汛抗洪、防
止次生灾害等工作做细做到位， 确保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下阶段既要防汛又要救
灾，避免群死群伤，保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组织大家及时开展灾后重建，维护社会稳定。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