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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河畔
清淤忙
7月9日， 长沙市

滨江文化园亲水平
台，市民在清理淤泥。
8日至9日是长沙防汛
Ⅰ级应急响应解除后
的首个周末， 该市开
展周末全城“大清
洗”，恢复市容。
胡静 田超 摄影报道

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对湖南省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巡查。群众
监督举报电话：12317；时间为2017年7月11日至14日，每天上午8 ∶00至
12∶00，下午2∶00至6∶00。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湘巡查组
201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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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9日讯 （沈研）日
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
与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
会长徐科举行会谈。 徐科一行此次
来湘， 专程慰问受灾群众、 勘查灾
情、支持湖南抗灾救灾。

副省长向力力， 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参加会谈。

许达哲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国
红十字会在防汛抗灾关键时刻，带
来社会各界对湖南人民的关爱表示
感谢。他说，6月22日以来，湖南省
遭遇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多河
段水位均超历史最高。 湖南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山体垮塌救
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党政军民

同心协力、 众志成城抗击洪峰，取
得了抗击历史特大洪峰的阶段性
胜利。希望中国红十字会一如既往
关心支持湖南，在灾后重建、脱贫
攻坚、引入国际合作、对接“一带一
路”等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为受
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为湖南这样
的内地红十字会打通国际沟通渠
道发挥更大的作用。

徐科说， 我们看到湖南受灾群
众在党和政府关怀下， 井然有序开
展生产自救等工作，深受感动。中国
红十字会对湖南这次受灾十分关
心，搭建了爱心平台，集聚社会各界
爱心力量，帮助湖南尽快渡过难关,
并将继续对湖南相关工作给予支
持， 为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应有贡献。

许达哲与中国红十字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徐科会谈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左丹）
2017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工作已于7月8日启动。记者今天从
湖南省考试院获悉， 今年湖南省继
续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
严格规范管理，严肃工作纪律，优化
招生服务， 维护招生秩序和考生权
益，“五大举措” 确保招生录取公平
公正。

一是成立了由省教育厅厅长任
组长的录取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统
筹全省招生录取工作， 对招生计划
执行、 录取管理进行宏观调控和监
管， 处理录取过程中全局性问题和
突发情况。

二是严格执行“不点录”“不补
录”“不违规降分录取”等政策规定，
按照教育部“六不准”“30个不得”
和湖南省录取现场管理“八条禁令”
的要求及相关规定，对计划执行、录
取操作、信息发布与管理、信函及印
章使用、通讯联络、人员出入、信访
接待、 工作纪律等方面进一步全面
规范， 做到每一个岗位、 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程序都规范操作，不出任
何疏漏。

三是严格执行教育部“十公开”

的要求， 在录取前将录取工作方案
等有关规定和操作规范全面向社会
公开。

四是认真做好咨询和信访工
作。各级招考机构安排专人值班，及
时妥善处理高校招生信访问题。

五是成立由省纪委驻省教育厅
纪检组和省教育考试院相关同志组
成的纪检监察组，全程参与招生录取
工作， 及时查处各方面反映的问题。
加强对招生计划执行的监督，严禁无
计划和擅自突破计划规模招生。加大
案件查处力度，对招生过程中的违法
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依
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问责条例
等规定，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本科提前批录取从7月8日开
始，7月11日将基本完成录取任务。
今年参加本批次录取的院校共489
所，计划在湘招生14137人（不含部
分高校未预分到湖南的艺术类招生
计划）。省教育考试院于7月9日起在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工作网与“湖南
招生考试信息港”“湖南考试招生”
微信公众号公布已录取（或已投档）
院校名单， 方便考生及时了解有关
院校艺术专业录取信息。

本科提前批
计划在湘招生14137人
五大举措确保招生录取公平公正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罗中华 刘鹏 记者 杨军 ）“你看这
稻子虽然成熟度不高，看相不好，商品
价值偏低， 但还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收
成。”说这话的是桃江县农业局高级农
艺师蔡壮夫。7月6日，作为县农业局下
派指导农民救灾补损的科技特派员，
他来到桃江县浮邱山乡白家河村的稻
田里，为当地群众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刚刚过去的特大洪灾， 造成桃

江县27万亩农作物受灾， 成灾18万
亩，绝收10万亩。洪灾刚过，桃江县
委县政府就立即部署生产自救和灾
后重建等工作。 连日来， 县农业、畜
牧、工业、林业等部门单位，组织以科
技人员为骨干的上百名救灾补损指
导员、特派员，赶往15个乡镇的重灾
区，及时帮助受灾农户实行科学防灾
补损，尽力挽回洪灾造成的损失。

7月6日， 桃江县农业局科技特

派员、 高级农艺师苏伟来到修山镇
明灯山村。一到田头，苏伟就从袋子
里拿出一摞自己连夜创作的农业生
产救灾补损连环画， 现场手把手指
导农民补损。近年来，明灯山村在苏
伟的指导下发展“稻鸭共育”绿色生
态农业，村民收入逐年增加。正当群
众信心满满奔小康时， 却连遭两次
山洪袭击， 近500亩稻田被山洪冲
刷浸泡。 村民刘小荣稻田下水口处

的禾苗被冲走不少，苏伟说，可采取
“移密补稀”的方式，把生长相对茂
密的禾苗移栽到禾苗稀少的地方，
这样可以提高20%的产量。 在农民
钟铸陶的稻田里， 苏伟发现大水过
后病虫害抬头， 苏伟提醒他抓紧防
治二化螟、稻飞虱和纵卷叶虫，可将
稻鸭共生的稻田里鸭的数量由原来
每亩15只调剂到8至10只， 也能最
大限度地达到防治病虫害的目的。

湖 南 日 报 7月 9日 讯 （记 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向云峰）7月
8日清晨， 在绥宁县城巫水河畔非
物质文化长廊，一群市民正迎着朝
霞晨练。71岁的杨郝军老人一边打
着太极拳，一边称赞道：“洪水消退
后，政府反应迅速，马上组织人员
消毒清污，还市民一个干净卫生的
环境。”

7月1日，绥宁县再次遭遇特大
暴雨袭击， 特别是巫水河特大洪峰
于当晚10时至2日4时过境县城，县

城段洪水暴涨。该县科学应对，防汛
抗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洪灾过后，
绥宁县城干部群众有序开展防疫消
毒、店面清洗、街道清洗、垃圾清运
等灾后重建、自救工作，尽快恢复了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该县要求做到“两个确保”，即
确保县城以巫水河两岸为重点的水
淹区域快速恢复清洁卫生面貌，确
保灾后无疫情。该县确定了6个重点
路段、区域，对各个职能部门清理恢
复卫生保洁、 水淹路段消毒防疫工

作予以了分工。60个市属、 县直相
关单位参与，采取分段、分区域的方
式，包干负责保洁区域。

绥宁县组织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和各大医院医务人员，组成6个消毒
组、2个巡回医疗组在县城开展灾后
防疫工作， 对县城各受灾街道形成
一对一防疫消杀指导。 该县还组织
专业人员对各受灾点的生活饮用水
水质进行监测。截至7日，该县共发
放灾后防疫宣传资料20000多份，
入户消毒2000多户(栋)，消毒面积

达近30万平方米。
该县迅速组织民兵应急分队、

消防大队、水务局、城管局、住建局
和长铺镇等单位，冲洗路面，清理
水面的漂浮物和河滩上的垃圾，修
复损坏的路灯。据初步统计，从7月
2日至7日，该县各职能部门全员行
动， 共调动各类机械车辆30多台，
清理淤泥垃圾500多吨。目前，县城
所有街道、路段、沿河风光带已恢
复畅通，县城街道干净整洁，交通
畅通有序。

桃江全力推进科技补损
百名指导员、特派员赶往15个乡镇重灾区帮助受灾农户

绥宁有序恢复县城秩序
县城所有街道、路段、沿河风光带已恢复畅通

7月5日上午， 湖南
省水利厅， 湖南省防汛
会商会在此召开。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 � � �省政府召开防汛抗灾新闻发布会， 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等部门负责人发布相关情况———

湖南防汛抗洪进入全面恢复重建阶段

湖南首条直飞非洲航线开通
为我省第六条洲际直飞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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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 恢复生产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刘勇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秀芬

“桑植县防指：你县西北部正在
下暴雨， 请确认山洪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是否已自动发布预警， 请立即
通知五道水镇、 八大公山乡加强防
范！”7月9日凌晨， 整个长沙城开始
进入“睡眠模式”，可省防指值班室
依然灯火通明，值班员杨粲、张文俊
正在分头给桑植、龙山等县的防指打
电话。

又是一个通宵，但杨粲、张文俊
很欣慰：龙山、桑植、石门3个县普降
大暴雨， 其中桑植县五道水镇降雨
208毫米，尽管山洪冲毁了部分道路、
农田，由于当地预警到位、转移及时，
再次实现山洪灾害防御“零伤亡”！

长沙市韶山北路370号，俗称“水
电大院”。连日的暴雨，将大门口“湖
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牌子洗刷得
干干净净。

防汛会商、水库调度、物资调运、
兵力协调……这里，没有抗洪前线的
惊涛骇浪， 但很多时刻步步惊心，更
多时候运筹帷幄。6月22日到7月9日，
湖南日报记者、新湖南客户端记者24
小时轮班蹲守省防指，见证了很多不
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隔两个小时，给我报
一次水情数据”

省防指值班室，5台电脑一字排
开：预警预报监控、行动情况收集、雨
水情监控、收发文件……

“每隔两个小时，给杜家毫书
记手机发一次水情信息。” 雨水情
监控电脑屏幕左下角，一度贴着这
张纸条。

7月1日上午,长沙的雨势，用“暴
雨倾盆”来形容都不够贴切。马路上，
汽车雨刮器以最快的速度刮水，司机
都看不清前面的路。 当天13时起，我
省全面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这么大的雨，我坐不住啊！”当
天13时15分左右，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没跟任何人打招
呼，只喊上司机，径直来到省防指值
班室。他说：“虽然我们昨天已经提前
部署了防汛工作，但我还是想到这里
来看看调度情况。”

大家正忙着吃盒饭， 值班员刘
燕龙连忙起身让座。“你们吃饭，我
先看看。”杜家毫站在卫星云图实时
显示屏前，察风云、看雨情、问水情，
并要求：“隔两个小时， 给我报一次
水情数据。”

“这两天可能是我们最难熬的时
候，湘江、资水、沅水水位都很高，而
且涨得快。”随后，杜家毫与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一道会商，要求统筹
兼顾上下游， 实行江河湖库联合调
度， 在确保水库大坝安全的同时，尽
可能减轻下游河段堤岸的防洪压力，
尽快降低洞庭湖水位。

6月23日，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办公室（简称“省防汛办”）启动超
常规值班模式，分成值班信息组、水
库调度组、 材料综合组和后勤保障
组，全力投入防汛抗灾工作。当晚，
省防指紧急召开防汛会商会。 杜家
毫特意提前来到省防指值班室，与
工作人员一一握手，“这轮强降雨持
续时间比较长，省防指值班室要充分

发挥纽带作用，加强值班值守和上传
下达，同时强化督促督查，确保省委
省政府及省防指的各项部署贯彻落

实到位。”
通过防汛抗旱会商视频系统，杜

家毫和许达哲，与雨情、汛情、灾情较

为严重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岳
阳等市州负责人连线通话。

荩荩（下转4版）

这里，没有抗洪前线的惊涛骇浪，但很多时刻步步惊心，更多时候运筹帷幄———

省防指的日日夜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