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何顺 陈春仲 龙艳丽）“没想到你们送
贷款上门，生产自救有希望了！”12日，祁阳
县白水镇新中村种粮大户黄黑生拿到了该
县农商行发放的10万元信用贷款。7月2日
遭遇特大洪灾后，黄黑生的500多亩早稻绝
收，两台插秧机和烘干机损坏。

为帮助广大受灾群众特别是种养大户恢
复生产，开展灾后自救，连日来，永州市各级

银信部门主动深入受灾县市查灾核灾， 迅速
推出各种手续便捷的贷款产品， 送到田间地
头，还做到当天办理当天放贷。祁阳县羊角塘
镇盐铺村种养专业户陈德平的20多亩果树苗
被洪水冲走，损失10万元。当地银信部门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当即为陈德平办理了3万元信
用贷款。到目前，该市各级银信部门已为广大
受灾群众办理和发放贷款3000多万元，有力
支持了灾后重建。

永州：贷款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7月12日， 长沙市湘江风
光带杜甫江阁南侧，园林工人
对绿化带的植物和土壤进行
杀菌消毒处理， 预防病虫害。
洪水过后，长沙市园林部门组
织人员采取措施，恢复受灾植
被原状，还市民干净、整洁、安
全的公园绿地空间。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植被植株
除虫杀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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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各机关、中央驻长各单位机关党
委（党委办、党群工作部、直属党总支部）：

6月22日以来， 湖南省遭受严重暴雨
洪涝灾害， 造成全省14个市州120个县市
区受灾，截至7月8日10时，全省共有1223.8
万人受灾 ,全省转移安置162.1万人，需紧
急生活救助47.1万人， 倒塌房屋1.8万户
5.3万间 ，严重损房2.4万户6.8万间 ，一般
损房11.1万户28.3万间 ， 直接经济损失
381.5亿元。

洪灾肆虐过的湖湘大地，留下满目疮
痍，昔日里充满欢声笑语的幸福家园瞬间
变成了破烂荒凉的废墟。当我们和家人团
聚、共享天伦的时候，许多受灾群众愁肠
百结、肝肠寸断。洪灾带来的不仅有巨大
的经济损失，更有难以抚平的心灵创伤。

作为省直单位的党员干部， 在立足本
职努力工作， 为湖南改革发展稳定贡献自
己力量的同时， 还有一份义不容辞的责
任———就是带头关心帮助灾区的百姓、困
境中的群众。为此，我们谨向省直机关全体
人员倡议：呼吁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广大
党员干部带头捐赠，慷慨解囊、奉献爱心；
呼吁全社会各界爱心单位、 企业和爱心人
士与灾区群众风雨同舟、共渡难关，行慈善

义举为灾区群众撑起一片蓝天。
伸出您的手，献上您的爱。请积极参

与“洪水无情聚爱三湘·我为灾区献爱心”
慈善活动吧！我们郑重承诺：您的每一份
爱心都会及时送到受灾群众手中，所有捐
献款项将全部用于救助灾民和灾后重建，
我们的活动将及时向社会公开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

让我们风雨同舟，携手同行，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灾区人民群众顽
强拼搏下， 夺取灾后重建的伟大胜利，共
创美好明天!

捐赠账户：湖南省慈善总会
账号：582057360949

� � � �开户行：中国银行长沙市东风路支行
联系人：朱维
捐赠热线：
0731-84502283，84502047。
网络捐赠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慈

善”直接捐赠。

中共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慈善总会
2017年7月10日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徐超 张云霄

7月13日，初伏第二天，酷暑逼人。
长沙市岳麓区汀湘十里小区大门口，社

区临时服务站、 电信服务站和家电服务站都
搭上了凉棚，农民工、保洁人员和业主在大门
口进进出出。 这里是长沙受灾最重的楼盘之
一。

这里的楼房徽派建筑特色明显， 一派江
南水乡庭院风格。小区路面整洁，不见积水。
不复几天前过水后垃圾拥挤、 臭味扑鼻的景
象，更不像月初洪水漫入时那样一片汪洋。

汀湘十里四岛业主习先生家干净整洁，
他请的专业人员正在分头打理电视机、 木质
家具。宠物狗在楼下车库门口笼子里蹲着，早
几天它在宠物医院动了个喉咙小手术， 刚接
回来不久。

洪水大时， 习先生家的车库和底层家庭
影院间、麻将室、户外露天的庭院全部淹了。
他请了10多个人， 连着搞了三四天卫生，到
今天基本上差不多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
打算自己再花上十天半个月慢慢去恢复。

这一户人家已经显出了窗明几净的模

样。 新买的空气清新机在底层车库门和小仓
房门口无声运转，没有任何异味。

习先生已经安排家里的阿姨先住进来照
看。由于宝宝才5岁，担心小孩子对环境耐受
力不强，打算过一阵再带宝宝住进来。

水退后回来， 他看到街道和社区组织了
上百人在小区里搞卫生，很有触动。小区外靳
江河大堤上， 市政排水人员周文君几天前因
排水劳累过度牺牲后， 习先生和一些业主缅
怀之余， 大家共同捐助了上10万元善款，向
周家表达一份心意。

汀湘十里五岛业主曹先生一家， 在水退
后就住了进来， 家里的卫生也基本打扫得差
不多了。就是底层还有些水没有排干，也还有
一些气味，但不影响到楼上居住。

小区所在的学士街道， 动用16台大泵、
100余台小泵连续排渍， 一天达到70万立方
米左右。由市政、环卫部门组成的120余人，
清运垃圾80余车， 还对247户空置房进行了
清理和抽水。已入住户，8成都已完成清理。

汀湘十里小区居民对小区违章建筑侵占
公共水面、 解决公共设施管网容量等问题都
很关切。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较高，居民们希

望回归到往昔的美好生活， 不再有洪水入侵
发生。

汀湘十里南端，东山垸内积水已排完。立
赛垸泵站大型抽水泵恢复正常作业， 正在进
行现场清淤及土方回填工作， 下一步将对堤
垸进行提质加固。

在学士街道的农村片区， 村民们同样也
在重建美好家园。 岳麓农趣谷原住民陈恺家
里，农耕博物馆的框架已经搭建。不远处，被
泥石流冲毁的两栋房子，拉上了警戒线。这两
家人目前居住在安置点，可能需要重建新房。
景区的小渠里， 淤泥和山洪带下来的卵石还
有一些，4位村民戴着草帽细心整理， 可能还
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景区除了还有一处路
基损毁外，没有太大的修复工程。

远远望去，1.2万亩的岳麓农趣谷里，除
了部分低洼处的绿色植物下半部稍有黄泥印
记外，已经没有水患的痕迹。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
讯员 陈尚彪 梁轩)7月13日，安化县农业和
粮食局制定了隆平高科捐赠的农作物种子
捐赠方案， 首批辣椒种子送到60户种植大
户手中。

7月10日， 湖南种业龙头企业隆平高科向
安化县捐赠价值100余万元的农作物种子，包

括水稻种子湘早籼45号1.5万公斤、辣椒种子湘
研五号65件、辣椒种子湘研158号20件。

今年6月29日至7月1日，安化县遭遇强降
雨袭击，全县水稻、茶叶、水果、中药材等农作
物受损严重。 隆平高科从该县农粮局了解当
地农作物种子复产需求后， 决定捐赠一批种
子，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

倡议书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小丽 吴曙光

“嘿呦！嘿呦！”7月11日8时，平江县余坪
镇梅山村传来阵阵洪亮的号子， 电力工人正
奋力将被暴雨冲歪的一根电杆扶正。“大家注
意安全！”在现场指挥的汉子叫江晨，是国网
岳阳供电公司“电骆驼” 共产党员服务队骨
干、平江县余坪供电所所长、余坪镇电力灾后
重建总指挥。6月30日以来，他一直在平江电
力抢修现场战斗着。

“江晨，快回来！家被淹了，航航还在楼

上！”6月30日，平江大雨倾盆。11时，正在山里
检查故障的江晨， 手机里传来妻子的呼喊。由
于地势低洼，他所居住的平江金蓝湾小区很快
被淹，江晨才一岁半的儿子逸航被困家中。

“别着急，我一下子赶不回来，你先要邻
居帮一下！”雨还在下，当天余坪6条10千伏
线路跳闸5条，电力、通讯中断，30多个村成
了“孤岛”，恢复供电刻不容缓。江晨毅然抉
择：加速抢修！

妻子无奈向亲友求助。 消防官兵闻讯赶
到， 将被困洪水中的孩子用冲锋舟接到安全
地带，随后被送到江晨的父亲家。

江晨则带领全所职工日夜奋战， 处理各
类故障37起，在平江率先恢复了供电。

考虑到余坪不少电杆被暴雨冲歪、 变压
器基脚下陷， 有80多处用电安全隐患须处
理，需10多个工作日才能干完，江晨决定，继
续带领同事处理隐患。 直到7月2日20时，江
晨才赶回父亲家看望妻儿。

“请原谅！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
能守候在你们身边。 因为我也必须像那些帮
助我们的人一样，尽我的职责，全力去帮助他
们！”看到灾后安康的妻儿，江晨在微信朋友
圈晒出了他的歉意。

“电骆驼”为何在朋友圈致歉

窗已明几正净
———长沙市岳麓区汀湘十里小区恢复家园目击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周喆喆 胡丹）记者今天从建行湖南省
分行获悉，该行鼎力支持抗洪救灾和灾后重
建， 迅速对湖南省电力公司批复了10亿元
的法人账户透支规模。截至7月12日，该行
已顺利为湖南省电力公司发放3亿元贷款，
其余7亿元也将根据客户抢修进度需求陆续
发放。

“我们需要10亿元贷款用于抗洪救灾，
越快越好，非常紧急！贵行能否给予支持？”7
月10日中午， 湖南省电力公司向建行长沙

长岭支行紧急致电。
灾后重建， 电力系统抢修迫在眉睫，这

已经不再是一笔简单的信贷业务。建行长沙
长岭支行负责人意识到客户需求的紧迫性，
马上反馈至上级行天心支行，再迅速逐级上
报。在当前贷款规模十分紧张、调配难度巨
大的情况下，湖南建行迅速反应，安排专人
专项审批此笔业务。短短几个小时内，该行
即顺利为湖南省电力公司争取到10亿元的
法人账户透支规模，并以最快的速度保证贷
款顺利发放到位。

建行10亿元信贷驰援电力抢修

隆平高科捐百万元种子助安化生产自救

� � � �荨荨 （上接1版）
教室外夜幕深沉，教室里灯火通明。3月7

日晚，以“干部成长感恩谁”为主题，岳阳市组
工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们讨论正酣。 时针指向
22时， 原定2个小时的讨论课已经持续了4个
小时，由岳阳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各县市区
委组织部部长、 常务副部长等组成的80名学
员仍热情不减， 畅谈对干部成长与感恩的理
解。 岳阳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瑰曙
说，通过讨论，大家深刻体会到，不仅要感恩
组织、感恩党，还要以讨论为契机，以昂扬向
上的精神状态， 投身到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的伟大实践中去。

“‘感恩之问’不仅是组工干部需要回答
的问题， 也是全省公安干警需要回答的问
题。” 省公安厅政治部人事处处长周燕飞介
绍，省公安厅党委通过延伸活动范围，面向全
体公安民警开展主题征文，并将“干部成长感
恩谁”的主题纳入思想政治工作“半月谈”。今
年已开展谈心谈话1.2万余人次， 走访家访
4300余户，深入了解公安民警对干部选拔任
用、自我成长进步的认识和想法，引导大家树
立正确的进步观、感恩观，最大范围、最大程
度地释放讨论活动的感召力、推动力。

这场关系组工干部使命与责任的大讨论，
赢得了广大组工干部的热烈“点赞”。 他们认
为，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开展“干部成长感
恩谁”的大讨论，很及时也很有必要。作为党委
选人用人的具体“执行人”，组工干部经常见证
和经历一些干部的成长进步，对自己在干部成
长过程中的作用和认识， 容易出现思想偏差。
通过高质量的学习讨论，大家进一步廓清了思
想上的迷雾、坚定了理想信念、明确了努力方
向，真正把组工干部的标尺立了起来。

以对党忠诚之心选好对党忠
诚之人，融入日常工作的点滴之中

“成长绝不是简单的提拔任用，更多的是

为人民服务这种价值的体现”、“值得感恩的
对象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组织”、“公恩不
能私报”、“组工干部肩负着管党员、 管干部、
管人才的特殊使命，必须坚守对党、对人民、
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随着讨论深入，成长进步“大”与“小”、感
恩对象“主”与“次”、履职权责“公”与“私”的
关系越辨越明。而“对党忠诚”，则成为讨论中
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许多组工干部表示，我
们不是恩人也不做恩人， 更不要求别人把自
己当恩人，真正做到可为人梯、可做嫁衣、可
当绿叶，以对党忠诚之心选好对党忠诚之人，
争当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践行者、推动者、引
领者。

作为最基层的组工干部， 岳阳县新墙镇
组织委员刘衍对“感恩之问”的回答是：在今
年的村支两委换届中， 为自己联系的三合村
选好“班长”和“班干部”。

三合村由4个村合并而来，原来是个班子
软弱涣散的“后进村”。从3月初到4月中旬，刘
衍连续在村里“泡”了一个多月，走遍全村700
多户的4700余名村民，收集大家对新班子成
员的推荐名单及意见建议。“通过走访， 我们
对村里的能人有了深入了解。”刘衍说，最终，
致富能手、葡萄达人邓龙顺利当选“班长”，并
配备了年富力强的“副手”。新班子签下军令
状：保证年内实现村党组织晋位升级。

活动中， 各级组织部门把开展讨论活动
与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开展优秀年轻干部专题调研、 国有企业和高
职高专院校党委集中换届、 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人才行动计划等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书写“感
恩之问”的满意答卷。

建立长效机制， 纯洁组织部
门的政治生态

建立起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和从严治部、

从严带队伍的长效机制， 学习讨论就不会
“雨过地皮湿”。

活动中，各级组织部门既注重解决当前
突出问题，又着眼建立长效机制，以激浊扬清
的勇气，纯洁组织部门的政治生态。

“经常是我们去组织部汇报工作，组
工干部很少来我们单位”、“存在跑风漏气
的现象，会还没开完 ，干部提拔了的消息
就满天飞”……这是湘潭干部群众对组工
干部的“吐槽”。讨论活动中，湘潭市委组
织部利用市管领导班子情况调研为契机，
分成6个调研组对全市81家机关事业单位
的工作服务对象和基层干部群众进行走
访座谈交流。 调研走访收集的意见建议，
汇总梳理成选人用人方面存在的三大类
问题。

“这些问题不改，将影响我们组工干部
的整体形象和精神面貌。”湘潭市委常委、市
委组织部部长廖桂生说。目前，湘潭市委组
织部正在制定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
单， 进一步完善组工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制
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体系，并通过制
度将“感恩之问”在干部的选用实践中回答
好。

全省组织系统始终把握问题导向，既聚
焦问题、找准问题、整改问题，又警惕风险、
排查风险、防范风险。各地各部门针对讨论
中查摆出来的问题， 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在
严把入口、轮岗交流、监督管理、考核评价、
关怀激励等方面作出规定，建立精准科学选
人用人和从严治部、 从严带队伍的长效机
制，以整改的实际成效作为活动开展的重要
检验。

“组工干部要做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
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践行者、推动者、
引领者。” 党性的提升聚变出无穷的能量。
有了一支政治品格过硬、职业操守过硬、专
业能力过硬、 作风形象过硬的组工干部队
伍， 全省组织工作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加优
异的业绩，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的用人环境。

“感恩之问”，党性的再锤炼
向祖文

在全省组织系统深入开展“干部成长感恩
谁”讨论活动，是落实今年全省组织部长会议
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教育引导全省组工
干部带头树立正确的感恩观，认真践行“四个
过硬”要求，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他人、正
确对待自己，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立身做
人的基点，是高尚人格的源头。一个懂得感恩
的人， 心中就会沐浴阳光， 生活就会充满快
乐，事业就会有所追求。组织部门担负着管党
治党的重大政治责任， 组工干部更要带头树
立正确的感恩观。

要永远铭记党的恩情不忘本。一个干部的
成长进步，固然有个人努力因素，但最根本的
是党的培养。每一个岗位、每一段经历、每一份
收获，背后都凝聚着组织的心血和呵护。没有
组织提供的平台， 就没有我们展示的舞台；没
有组织搭建的阶梯， 就没有我们向上的通道。
每名组工干部，都要把感恩党作为一种政治觉
悟、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境界修为，正确对待组
织、自觉服从组织、及时紧跟组织，真正做到信
念绝对坚定、思想绝对纯洁、对党绝对忠诚。

要时刻保持阳光心态不迷失。 进步如航
行，心态如舵仪。职务进步是由个人能力、工作
需要、 岗位空缺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决定的。
进步快的时候， 不能忘乎所以、 骄傲自
满，要多想组织的关怀和恩情；进步慢的
时候，不能心浮气躁、怨天尤人，要多找
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每名组工干部要始
终保持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真正
彰显“人梯”“嫁衣”“绿叶”精神，决不能搞
“近水楼台先得月”， 决不能看到别人提
拔重用就眼红心急， 决不能把职务晋升
作为成长进步的唯一标准， 要始终追求
党性的升华、素能的提升、作风的改进，
不断夯实个人成长进步的基石。

要切实摆正自身位置不邀功。 选贤荐能
是党和人民赋予组织部门的重要职责， 选任
干部是组织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不能把“党
管干部”变成“我管干部”，不能把功劳记在个
人头上，既不要想当恩人，更不能要求别人把
自己当恩人。 每名组工干部都要把组织的恩
情摆在最高位置， 真正弄清 “我是谁”“为了
谁”，坚决摒弃高高在上、自我膨胀的心理，不
带私心、不徇私情、不挟私货，不跑风漏气、讨
巧卖乖、邀功请赏，以对党忠诚之心、公道正
派之德，选好对党忠诚、公道正派之人，做加
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
践行者、推动者和引领者。

要真正做到知恩报恩不空谈。感恩不是一
句空话，而是一种动力；感恩不是一句口号，而
是一种行动。开展“干部成长感恩谁”讨论活动，
最终目的是要教育党员干部知党恩、 报党恩，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每名组工干部要始终坚
持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切实把对党的感恩之
心转化为默默奉献、 担当作为的价值追求，转
化为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的自觉行动，转化为
求真务实、一抓到底的优良作风，力争每项工
作都臻于至善、达到一流水平，以实实在在的
业绩回报党的培养和关心，在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的伟大实践中、在推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的进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组工干部要带头树立正确的感恩观■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