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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

超警戒水位、 超保证水位、 超历史最高水
位……一浪高一浪的洪流冲击着堤防； 桃江告
急、 资江大堤告急、 团山湖垸告急……一个又
一个险情密集出现。

今年夏天， 一场严峻“大考” 把我省国防
后备力量推上历史的舞台， 人民的目光再次聚
焦到这群最可爱的迷彩绿身上。 全省共出动民
兵预备役人员4万余人次， 参与救援转移群众、
处置管涌、 修筑子堤， 从省军区党委首长到各
军分区、 人武部领导， 既当指挥员又是战斗
员， 各级把抗洪现场当做战斗力检验的演训
场。

军队是要打仗的， 一切工作必须坚持战
斗力标准。 省军区始终围绕能打仗、 保障打
胜仗， 聚焦军事斗争国防动员能力准备； 紧
贴形势任务经常性开展战备教育， 常态坚持
党委议战议训， 鲜明立起战斗力标准大讨论
导向。

每年的新年伊始， 省军区都重点筹划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年度民兵训练和整组工作，
统筹部署改革背景下新年度军事训练， 推动年
度军事工作开好局、 起好步， 掀起练兵热潮。

2014年10月， 全省14个市州人民政府分
管国防动员工作的常务副市 （州） 长和政府负
责国防动员相关工作的百名领导干部集聚一
堂， 进行国防动员业务考核。 与以往不同的
是， 这次国防动员业务考核首次由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为主体全程筹划准备和组织实施。

坚持聚焦主业， 注重“依法履职” 抓建国
防动员与后备力量是湖南的创新之策。 全省广
泛开展国防法规学习， 及时制定出台相关地方
性配套法规， 组织军地依法抓建国防动员与后
备力量情况检查调研， 立起依法履职鲜明导
向。 同时， 省军区各级协调地方党委政府按职
责共同参与兵役登记、 组织整顿、 配套建设，
坚持民兵队伍与地方专业技术、 应急救援、 治
安联防等力量融合建设与使用， 促进了后备力
量转型发展。

近日， 一场模拟营区遭敌潜入的演练在省
军区直属队拉开。 不到5分钟， 连队8人应急分

队就携带武器装备赶到现场处置突发情况。 连
长李荣告诉记者， 连队官兵始终坚持把“枕着
敌情睡觉、 时刻引而待发” 作为全连官兵的常
态。 就寝时， 床下的鞋子， 保持鞋尖朝外、 鞋
跟朝里， 一拱就能上脚； 夜间战备拉动， 灯火
熄灭， 不需要口令， 根据不同哨音就能准确完
成行动。

“实打实练” 是省军区近年来聚焦战斗力
建设的缩影。 基于这一认识， 在依法治训、 从
严施训基础上， 省军区还制定 《大力改进训风
演风考风的措施》， 实施“训练不达标、 晋升
无机会； 训风不实在， 岗位保不住” 的一票否
决制， 把紧贴实战练兵作为考察干部的一项重
要内容。

同时， 省军区还结合岗位实际， 着力培养
提高干部骨干军地工作“两套本领”， 引导各
级干部到一地工作认识一地、 熟悉一地、 融入
一地、 建功一地， 每年组织团以上首长机关、
新任职基层武装部长、 合成参谋等7类集训，
提升干部骨干组训任教、 动员支前和管理教育
等能力。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彭雅惠 陈新
张颐佳）我省“气荒”仍在持续。今天，中
石化长沙石油分公司宣布加大鼓励出租
车以油代气力度，将实施柴油、汽油挂牌
优惠的加油站从4个扩大至9个。

据了解，目前长沙市有8166辆油气
混合动力出租车， 天然气运营成本约
0.3元/公里， 燃油运营成本约0.6元/公里。
19日12时起， 长沙市暂停向出租车供
气，这使出租车运营成本倍增。

为维护出租车正常运营， 保障市民
出行便利，19日中石化长沙石油分公司
在滨江新城加油站、 中石化彭家巷加油
站、中石化火星一站加油站、中石化环城

加油站实施柴油、 汽油挂牌优惠，0#车
用柴油、92#汽油每升均优惠0.3元。

20日起， 实施这一挂牌优惠的中石
化加油站增加至9个， 新增的加油站为德
雅加油站（开福区德雅路363号）、芙蓉北
加油站（开福区芙蓉北路兴联村周南中学
对面）、 湘天加油站（雨花区湘府中路97
号）、桐梓加油站（岳麓区玉兰路152号）、
猴子石加油站（岳麓区靳江村二环处）。

中石化长沙石油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 在天然气恢复正常供应前，挂
牌优惠活动对象调整为仅面向出租车
群体， 上述9个加油站已增设出租车加
油专用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刘康 李紫薇

17年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妻子的温
国定；一腔热血谋发展，带病坚守岗位的
村支书陶宗荥；自强不息研究“智富经”
的残疾贫困户刘传民；30年以校为家、
爱生如子的教师王国春……12月19日
下午，在浏阳市澄潭江镇第七届“大爱澄
潭———我身边的好人”颁奖典礼上，他们
成为不折不扣的“百姓明星”，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澄潭江好人。” 当日，
该镇打造的全省首个乡镇“好人馆”正式
揭牌开馆。

7人获评全国省市先进典型

颁奖典礼上，陶宗荥、温国定、刘
传民、王贤祝、刘惠春、陶上湖、王国春
等7名“好人”，在全镇数千名父老乡亲
的注目下接受隆重表彰。 这些乡亲们
身边的典型， 有的是默默付出的基层
干部，有的是爱岗敬业的人民教师、乡
村医生，有的是诚信经营、热心公益的
企业家， 还有的是孝老爱亲的“好丈
夫”“好媳妇”。“他们的凡人善举、好人
故事，感人肺腑、温暖人心，向全社会
传递出向善向上的道德力量。”浏阳市
文明办负责人说。

从2011年开始， 澄潭江镇连续7年
举办“大爱澄潭———我身边的好人”评
比、展示、巡讲、宣传活动，先后评选出
44名先进个人和1个先进集体，其中有7

人获评全国、省市先进典型。

“百姓明星”获父老乡亲热捧

“希望能把正能量带给更多身边
人，用真情回馈家乡的父老乡亲。”参观
当天开的“好人馆”时，曾获得全国道德
模范提名奖的“向日葵女孩”何平指着
笑脸墙上自己的照片，灿烂地笑着说。

这个湖南首个乡镇“好人馆”，是澄
潭江镇今年投资约100万元建成的。“建
设好人馆的目的和初衷，就是要打造一
个让老百姓能直观感受、直接浸染好人
崇高品质的平台，使身边好人成为‘百
姓明星’，受人尊崇、被人学习。”澄潭江
镇党委书记陈训武介绍。

整个展厅面积约560平方米， 分为
前言、主厅、序厅和尾厅4个部分。其中，
前言根据“鼎”字设计，体现对身边好人
的崇高敬意；主厅内由习近平总书记对
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的重要批
示、好人“笑脸墙”“大爱澄潭江”歌谱等
元素组成。序厅共分为敬业奉献、诚实
守信、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见义勇为等
展厅，集中展示澄潭江44名身边好人以
及1个先进集体的事迹和风采。 尾厅内
还设置了互动的点赞好人留言板。

“看完后很受感触，这是我们身边
的好人，非常值得我们推崇和学习！”槐
树社区党员李运满说，“好人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看了这些好人， 能够让我
们内心得到洗礼。” 澄潭江中学有学生
这样留言。

聚焦战斗力这个唯一根本标准
强军兴军新征程

浏阳澄潭江镇打造全省首个乡镇“好人馆”———

44位身边好人成为“百姓明星”

长沙市柴汽油
优惠销售加油站扩大至9个
挂牌优惠活动对象调整为仅面向出租车

湖南日报12月20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
湘江基金小镇运营空间启动仪式暨基金服务实
体经济论坛活动在长沙举行。 作为我省基金小
镇集群注册托管及一站式服务平台的运营主
体， 湖南湘江新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正式入驻
湘江基金小镇办公， 为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入驻
提供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

今年7月26日， 我省首个基金小镇———湘江
基金小镇落子湖南湘江新区，选址湖南金融中心
核心板块，立足服务私募股权投资特色，着力打造
基金机构集聚中心、股权投资服务中心、基金产品
创新中心、金融综合配套中心。随后，湘江基金小
镇公布规划、产业政策和“一站式”服务流程。

根据规划， 湘江基金小镇规划面积约800
亩，总建筑规模约40万平方米。截至目前，湘江
基金小镇已办理商事登记及正在对接的基金管
理机构和基金110家，资产管理规模1086亿元；
累计办理入驻金融机构45家， 其中基金管理公
司31家、基金14家，基金管理规模872亿元。根
据“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原则，湘江基金小镇采
取母基金加直投基金的运作模式， 吸引了盛世
投资、景林投资、海捷投资、昆仲资本等一大批
优秀基金机构落户我省。

当天， 还举行了基金服务实体经济论坛与
新时代下新区产业发展与投资策略圆桌论坛。

湘江基金小镇
运营空间正式启动

身残志坚 舞我人生
12月20日，长沙市雨花区井湾子街道，身坐轮椅的残障人士在集体表演手语舞。当天，由湖南

省文明办、湖南省残联等单位主办的“向上向善·轮友新风尚”活动在此举行，通过60余名轮友表演、
爱心资助等活动，展示残障人士坚韧积极的生活精神，倡导社会各界关爱残障人士。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