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周双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丁酉年六月十四
第24494号

7
2017年7月

星期五

今日20版

湖南日报评论员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了
《关于加强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工作的
紧急通知》，要求各地迅速行动起来 ，将当前
工作转入到一手抓抗洪抢险、 一手抓生产生
活恢复的“两手模式”上来。

目前， 我省抗洪抢险已经赢得了阶段性
胜利，未来几天，省内范围无明显降雨过程 ，
巩固抗洪抢险阶段性胜利成果， 抓紧灾后生
产恢复迎来了一轮良好的时间窗口。

救灾全覆盖，查险无死角，仍然是摆在面
前繁重艰巨的任务。当前，湘江中下游 、洞庭
湖区仍然维持警戒水位，洪水回落缓慢，高位
洪水仍将维持一段时间；此外，由于高水位长
时间浸泡，堤防出险几率较大。一些意想不到

的情况有可能冒出来。因此，必须清醒认识到
防汛抗灾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持久性，坚决克
服久战人疲、麻痹松劲等不利因素，加强对薄
弱堤段、险工险段的重点防守和抢护，切实把
“查险、处险、守险、抢险”工作落到实处，最终
赢得整个抗洪抢险战斗的全面胜利。

这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 给全省人民
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迅速医治洪水
造成的创伤，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是一项迫在
眉睫的工作。各地也在全力做这件事，但任务
仍很繁重。首先要全力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
有干净水喝、有衣穿 、有安全住所 、有病能够
得到及时治疗。其次 ，要抢抓有利时机 ，及时
组织人员和设备，全力修复水利、电力和交通
等水毁基础设施，尽快实现通路、通水、通电、
通信，为救灾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确保人民群

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时间紧、任务繁重。

各级党委、政府要及时组织救灾工作组查灾核
灾，切实解决恢复生产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水利、农业、林业、民政等部
门要深入灾区一线，全面摸清灾情，根据不同受
灾情况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的生产自救指
导方案，整合资金，统筹安排，落实救灾各项政
策，积极搞好生产自救、灾后重建工作。要认真
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加强疫病监测，改善灾
区卫生环境，防止流行性疾病发生。

一手抓抗洪抢险， 一手抓生产生活恢复，
要同时进行，不可偏废。让我们继续发扬抗洪
抢险中不惧艰难、顽强拼搏的大无畏精神，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确保夺取防汛救灾的全面
胜利，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手抓抗洪抢险 一手抓生产生活恢复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 （记者 陈昂昂 ）
今天上午，省政协第一届老委员咨询团成
立暨首次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 杨维刚、 欧阳
斌、袁新华、胡旭晟，秘书长卿渐伟出席。

此次共有来自不同界别的41名老委
员接受了聘书和证章，成为咨询团成员。座
谈会上， 老委员咨询团成员孙青乃、 朱有
志、肖巧平、龙德忠、李松龄、袁准先后结合
自身经验， 围绕如何发挥老委员咨询团作
用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老委员咨询团正式成立，对咨询团成
员来说既是新荣誉也是沉甸甸的新责任。”

李微微期望老委员为在任委员做出榜样和
示范，同时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继续提高政治站位，不忘委员初
心，不负组织重托，切实履行责任，做一名
有定力、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的老委员；
充分发挥和人民群众联系广泛， 善于做群
众思想工作，在社会上有较高威信、较大影
响力的优势，为和谐稳定凝共识聚合力，在
群众中间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决策部
署，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特别要向人民群
众宣传新湖南建设的美好愿景； 充分利用
自身经验， 对政协工作多传授好的经验做
法，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荩荩（下转8版②）

李微微在省政协第一届老委员咨询团成立时指出

为和谐稳定凝共识聚合力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周小雷 孙敏坚

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突然来袭，湖南告急！
受灾地区的每一次险情，都牵动人心。一

幕幕夜战暴雨的场景， 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
间，一支支冲锋在前的队伍，构成了三湘大地
抗洪抢险前线的壮丽风景。

6月下旬以来，全省各地抢险力量火速集
结。党员干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民
兵预备役人员，用实际行动保卫家园，彰显责
任与担当！普通群众、志愿者、企业家，带着爱
的力量，驰援遭受创伤的土地和人民。

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与受灾地区人民
一起，在洪流中挺起不屈的脊梁。

洪峰浪尖，
高扬永不褪色的先锋旗帜
汛情就是命令，灾情考验担当。
在抗洪救灾的主战场， 党组织是战斗在

最前沿的坚强堡垒， 党员是冲锋在第一线的
先锋旗帜。他们用实际行动，交上了践行“两
学一做”的优秀答卷。

面对特大汛情，省委组织部下发通知，要
求共产党员始终战斗在最前线， 设立党员责
任岗，组建党员突击队、党员志愿服务队、党
员巡逻队，并下拨1500万元党费，用于抗灾救
灾，帮助受灾群众。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积极响应，
奋力投身抗灾。一个个共产党员勇往直前、义

无反顾，用忠诚践行做合格党员的誓言；一个
个基层党组织服从指令、精心组织，用行动履
行建合格党支部的承诺。 大堤一线、 排渍现

场，党徽闪耀，党旗猎猎……
把支部建在堤上，把责任担在肩上。
南县将各防汛堤划分为若干个责任段，

组建近百个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分别负责。4
日下午， 麻河口镇德和垸村大堤出现大面积
沙眼群。 德和垸临时党支部迅速调集一支50

人组成的党员突击队开展抢险， 奋战近24小
时后，终于成功处置险情。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

3日凌晨4时， 长沙市开福区月湖街道朝
正垸发生险情，河水渗漏、隐患不明、情况危
急！现场巡查的六旬党员、开福区农林水利局
水政渔政监察大队队长邓建明二话不说，脱
下衣鞋，系上绳索，“扑通”一声跳入洪水，成
功排除险情。

当问及怕不怕危险， 邓建明回答干脆有
力：“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湘江上游， 永州市零陵区黄田铺镇邓
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周茂云， 也做出了同样的
行动。

1日17时30分， 邓家冲村61岁村民蒋秋
芳，在捡树枝时不慎被洪水冲走。在附近参加
抢险的周茂云，猛跑几十米后跳入水中，几经
周折将蒋秋芳救岀。身体多处受伤，周茂云到
镇医院简单包扎治疗后，又战斗在抢险一线。

舍小家、顾大家，灾害来临时，他们用实
际行动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虎形山村党支部书
记卢光厚， 连续1个多月奋战在防汛抗灾一
线。一天，他在安置转移本村受灾群众时，母
亲打来电话哭诉， 家里的房子被泥石流冲垮
了。他安慰母亲：“只要人没事就好，我还要去
帮别的乡亲转移，你们自己小心。”

抢险情、堵管涌、巡大堤、救群众，抗洪一
线到处都有共产党员奋战的身影。

安化县江南镇派出所所长熊志仁带头徒
手搬开碎瓦片、抽出木条、拨开泥土，救出掩
埋在房屋下的4人；溆浦县大江口镇涉江社区
5名女党员干部组成小队，蹚进漫过膝盖的洪
流，一户户动员群众转移；

荩荩（下转4版）

洪流中，挺起不屈的脊梁
———湖南抗击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纪实之三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祝林书）7月4日，国家财政部、民政部派出
联合工作组，到我省灾区查看灾情，代表财
政部、民政部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帮助和指
导湖南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7月4日至5日， 联合工作组先后来到
受灾严重的岳阳市湘阴县岭北沙田垸、益
阳市桃江县修山镇三官桥集镇和长沙市
望城区乌山街道南中垸、 铜官街道铜官中

学等，仔细查看了受淹的村庄、稻田、道路
等，深入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查看宿舍、
医务室和食堂，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了解
大家的生活情况。 工作组嘱咐随行的相关
部门同志要尽全力做好安置工作， 鼓励群
众坚定信心， 相信党和政府一定可以帮助
大家渡过难关。同时要加快险情处置，确保
垸区顺利度汛。

荩荩（下转8版①）

财政部、民政部联合工作组来湘
查核灾情、指导救灾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柳德新 刘
勇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吴媚 肖秀芬）湘江
超历史最高水位洪水，正在快速退却。今天
23时，湘江长沙站水位36.58米，比7月5日8
时下降2.11米， 仅比36米的警戒水位高出

0.58米。省水文局今天预计，湘江长沙站将
于7月7日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湘江湘阴站今天23时水位35.23米，已
低于35.40米的保证水位，但仍超警戒水位
1.23米。 荩荩（下转8版③）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邓晶琎）省
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5日下发紧急通
知， 要求加强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工
作，尽快恢复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省
直机关各单位落实紧急通知，迅速行动，一
手抓抗洪抢险，一手抓生产生活恢复。湖南
日报记者从今日起兵分多路， 赶赴省直相
关部门采访，持续跟进报道。

紧急通知下发后，水利、农业、林业、民

政、工交等部门深入灾区一线，全面摸清灾
情， 积极组织搞好生产自救、 灾后重建工
作。财政部门加快救灾资金的拨付速度，加
强资金监管； 民政部门积极落实救灾惠民
政策和措施， 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
问题；国土资源、交通运输、水利、农业、林
业等部门加强对受灾地区的技术指导，加
大帮扶力度。

（相关报道见4版）

落实紧急通知 部门迅速行动

湘江快速退水
●预计湘江长沙站今天退出警戒水位
●洞庭湖城陵矶站未来4天仍将超警

� � � � 7月3日下午，武警战士在长沙市望城区乌山镇团山湖八曲河大堤装填沙袋封堵管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召开

习近平致信祝贺

习近平会见文在寅
20版

20版

� � � � 湖南日报7月6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主持召开部分贫困县县委书记座谈会， 听取
大家对当前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
强调，推进脱贫攻坚是为守住底线，而不是为
了锦上添花，加快脱贫攻坚就是加快发展。贫
困县县委书记作为“一线指挥部” 的“总指
挥”，要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按照“五个
一批”“六个精准”要求，开动脑子、抓好班子、
找对路子，亲力亲为、专心专注推动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落地见效，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省领导乌兰、谢建辉、杨光荣出席座谈会。
“各位长期工作在基层，对脱贫攻坚最有

发言权。希望大家把问题找准、把困难说透，
共同讨论商量，找到解决的办法。”会议伊始，
杜家毫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座谈会上，祁东、炎陵、城步、平江、石门、
桑植、安化、江华、桂东、麻阳、新化、凤凰等12
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 聚焦金融扶贫、“两线
合一”、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健康医疗扶
贫、教育扶贫、基础设施建设、扶贫考核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先后发言，既讲了认识体会，又
谈了困难问题，还提出了意见建议。杜家毫认
真倾听，不时就具体问题插话交流，与大家共
同分析探讨，会场气氛热烈。原定于下午6时
结束的座谈，一直开到了晚上9时15分。这场
历时6个多小时的会议，县委书记们一共谈了

65个问题，提出了64条建议，仍然意犹未尽。
“大家连日来都始终坚守在防汛抗灾一

线，担子重、压力大、付出多，十分辛苦。希望
大家再接再厉， 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抗灾和灾
后重建各项工作， 确保夺取防汛抗灾最终胜
利。”杜家毫说，无论是防汛抗灾，还是脱贫攻
坚， 都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做到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特别
是受此轮强降雨影响， 许多贫困村和贫困群
众受灾严重， 更加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加快
脱贫攻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脱贫攻坚越往
后走，难度越大；越往下走，工作越具体。省扶
贫办和省直有关部门要主动认领大家提出的
意见建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解决，为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基础。

杜家毫说，实现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作为脱贫攻坚的“一
线总指挥”，贫困县县委书记一定要提高政治
站位，不断强化“四个意识”，自觉担当起统揽
全县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 统筹做好进度安
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等工作，真正把“不脱
贫不调整不调离”的纪律要求，转化为“不脱
贫不罢休不放手”的自觉行动。要带着感情和
责任做好“三走访三签字”工作，身进心进、真
走真访， 示范引领全县各级干部层层压实责
任、抓实工作。

杜家毫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前段

在脱贫攻坚大排查、大诊断、大整改、大督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不断校正方向，拉条挂账、
对单销号，真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
不到位不放过、成效不达标不放过、群众不满
意不放过，决不能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杜家毫指出，当前，我们在脱贫攻坚上的
差距，不是在资金、项目、思路、检查上，而是在
用心用脑、精准发力上。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瞄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结
合各自实际，亲力亲为、用心用脑推进“五个一
批”“六个精准”要求落地见效。尤其要清醒认识
到，推进脱贫攻坚是为了守住底线，而不是为了
锦上添花，加快脱贫攻坚就是加快发展。始终坚
持实事求是，不好高骛远、犯急躁症，不吊高各
方面胃口，不层层加码，集中资源力量，全面落
实责任，心无旁骛打好打赢这场硬仗。

杜家毫强调，作为县委书记，就是要善于
开动脑子、抓好班子、找对路子，发挥总揽全
局、抓住关键、协调各方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
纵深发展，凝聚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各级党
委要多关心、支持、爱护广大基层干部，把脱
贫攻坚作为识别、 锻炼、 选拔干部的重要平
台， 创造条件让基层干部将更多精力用于抓
扶贫工作落实。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积极助力贫困县脱贫攻坚。

杜家毫与部分贫困县县委书记座谈

推进脱贫攻坚是为守住底线
加快脱贫攻坚就是加快发展

乌兰出席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