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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7月29日一早， 在重庆市万州区草店子
码头，4艘机械化清漂船正在长江江面上打捞
河道垃圾。

“垃圾不少，特别是汛期，江面就成了我
们的‘主战场’。 ”清漂工人刘波告诉记者，清
漂作业主要通过船上的移动履带在江面上传
动，将漂浮垃圾“扫”到船上来。

在刘波眼中，清漂就是和垃圾“赛跑”，如
果没“抓”住，它们就会“跑”到下游。

万州地处三峡库区核心， 境内长江干流
达80余公里，江面面积148平方公里；主要次
级河流25条，岸线长265公里，江面面积179
平方公里。

“入汛后，树枝、杂草、生活垃圾会随着山
洪进入江中，形成垃圾漂浮带。 ”万州区环卫
处副主任陈渝介绍，目前，全自动清漂船逐步
代替人工打捞， 效率提高了， 捞的垃圾也多
了；过去打捞以白色垃圾为主，现在是枯枝烂
叶。

汛期清漂任务繁重， 仅万州长江干流每
年打捞处理的河道垃圾达到近3万吨，它们会
被转运到城市垃圾处理站进行无害化处置。

“清漂作业，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 ”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计划局副局长罗
小勇告诉记者，过去铁路、公路不发达，长江航
道上船多， 大量白色垃圾直排江中顺水而下，
造成葛洲坝前垃圾泛滥，厚的地方可以站人。

三峡蓄水后，流速渐缓，江面漂浮物更容

易堆积。 在重庆，江津区、合川区、云阳县、丰
都县、巫山县等区县，都在清漂。

“尽管清漂作业让库区河道变漂亮了，清
漂工人也成为当之无愧的‘环境卫士’，但清
漂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罗小勇表示，减少垃
圾入江的根本之策， 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流域内共同保护治理。

目前，重庆市正在全面建立完善河长制，
各区县合力推进黑臭水体和消落区治理，并
以长江、嘉陵江、乌江及其重要支流水土流失
区域为重点，推进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

2017年，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为优。 然
而，长江生态依然脆弱，保护库区生态任重道
远， 重庆把建设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作为
重中之重的任务。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赵威) 今天， 永州市防旱抗旱工
作调度会透露， 该市今年部分地区出现
不同程度的干旱， 受旱作物面积5.51万
亩， 其中重旱作物面积1.06万亩； 因旱
饮水困难人数20433人。

今年入夏以来， 永州市累计平均降雨
为581毫米，较常年同期减少18%，其中冷
水滩、零陵、东安、双牌较常年均偏少20%
以上。 该市水利工程当前蓄水量15.7亿方，
较前三年同期均值15.88亿方减少1.1%。

目前， 永州市牢固树立“抗大旱、

减大灾” 思想， 动员一切力量， 全力以
赴抓好防旱抗旱工作； 科学调度现有水
源， 按照先生活后生产的原则， 把民生
优先放在水资源调度的首位； 加强市气
象、 水利、 民政、 农业、 电力等部门和
各县区协调配合， 提升服务效能， 第一
时间保障抗旱供电、 供油， 指导群众做
好抗旱用电安全工作； 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抗旱一线， 深入田间地头， 打好抗旱
攻坚战和生产保卫战； 加强地质灾害防
范措施， 避免出现新的自然灾害， 给人
民群众带来更大损失。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尹清华 杨天午

“人保财险冒着酷暑查勘核损， 给
受灾烟农吃上了‘定心丸’！” 日前， 浏
阳沙市镇烟办主任李国庆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感慨。

6月以来， 由于持续高温天气， 浏
阳多地烟叶爆发以黑胫病、 青枯病为主
的严重病害。 中国人保财险浏阳支公司
农险团队获悉灾情后， 派遣全部查勘员
奔赴灾区，并紧急从人保财险在沿溪、沙
市、永安、镇头的三农服务部抽调人员查
勘核损，确保及时为受灾烟农理赔。

“看到一望无际的受灾烟田， 我异
常焦虑， 烟农们该有多么痛心！” 查勘
员张红磊在查勘一线已奋战近两个月。
这个小伙子曾是一名出色的刑警， 2017
年加入人保财险浏阳支公司农险团队，
工作备受好评。 他负责查勘核损的是浏
阳烤烟种植面积最大的沙市镇， 受灾面

积达9000多亩。 为赶工作进度， 他每天
走得最早， 回得最晚。

由于黑胫病、 青枯病均具有爆发面
积广、 传染性强、 危害巨大等特点， 查
勘员到达现场后， 经常会被受灾农户团
团围住， 要求第一时间查勘。 查勘员需
耐心安抚好烟农情绪后， 逐户拍照， 现
场登记， 厘定灾情， 由烟农本人现场确
认无误后签字。

烟叶保险病害出险与其他险种相
比， 病情扩散快， 查勘人员要打持久
战。 在灾情严重的浏阳市淳口、 沙市、
北盛、 龙伏等乡镇， 奋战在一线的查勘
员， 忍着40摄氏度高温， 奔走在各村田
间地头， 即便在正午最炎热的时刻， 也
无暇休息， 往往在烟农家匆匆喝上几口
水， 又继续勘灾。

“能及时为这么多烟农定损理赔，
值得！” 人保财险浏阳支公司农险团队
和三农服务部查勘员个个被酷暑晒得黑
不溜秋， 但毫无怨言。

护渠
———溆浦县深子湖库区抗旱
保收一瞥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伍交才 谢叶萍

“快看，水来了！ ”
7月24日凌晨3时多， 溆浦县深子湖水库

的水“奔跑”40公里，顺利到达观音阁镇铁溪
村尾水段。看着渠水源源不断流进稻田，护渠
队员彭孝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水到了，收
成就有保障了。 ”

今年来，溆浦降水较常年偏少近四成，深
子湖水库蓄水更比去年同期减少近七成。 当
前又是农业生产用水关键节点， 若不能科学
有效分配灌溉用水，灌区7.8万亩农作物会损
失惨重。

为把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 溆浦建立科
学抗旱、 合理用水机制， 坚持“一把锄头管
水”，执行“先重点、后一般，先远后近”等轮溉
制度。党员干部加强巡查监管，确保上下游稻
田“雨露均沾”。

23日晚8时多，溆浦低庄镇金凤村的田野
里蛙声迭起。田垄间，几束昏暗的手电光打破
了夜的黑幕， 深子湖水库灌区管理处巡逻队
正在护渠巡逻。 带队的赵平对队员们说：“今
晚一定要确保水源到达观音阁镇铁溪村，那
里几十亩农田急需灌溉。 ”

“上游的闸门、暗道是否关闭封堵到位?”
赵平问大家。

“上游闸门都已关闭，暗道涵管正在加紧
巡视封堵中。 ”队员唐爱国说。

“我们去吉家冲段看看吧。 ”赵平打着手
电， 沿着渠道巡查了很长一段， 没有发现问
题。

晚上9时多，在吉家冲渠道巡逻的村干部
说， 不远处一道泄洪闸被杂物堵塞， 漏水严
重， 在全力疏通。 赵平带领大家匆匆赶到那
里， 见闸门口塞满了枯枝烂叶，2名干部半身
浸在水里，嘴里叼着手电，双手不停打捞，豆
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往下流。

“作业时要确保安全，夏天毒蛇多，要注
意脚下。白天气温高，要采取防暑措施。”赵平
提醒大家注意保护自己。

沿着崎岖的山路， 巡逻队一路来到了下
游观音阁镇铁溪村尾水段。

深子湖库区右干渠总长约40公里，泄洪
闸门23处，暗道涵管有200多处，要想顺利把
水引到尾水处，除了维修养护干渠，还必须关
掉上游闸门，堵住各处暗道涵管。但上游有些
人看到自家农田缺水， 会擅自打开暗道涵管
放水。巡逻队必须日夜巡逻劝导大家，严防争
水、堵水、抢水。

巡逻队离开铁溪村尾水段时， 万家灯火
已熄灭， 田野里蛙鸣依旧， 有如美妙悦耳的
歌。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伍交才 ） “帮我搭把手， 把水
管支起来!” 7月30日， 在溆浦县卢峰镇
红远村， 村党支部书记宋小四与两位村
民冒着高温， 在引水口新架一台电机抽
水灌溉。 由于旱情加重， 该村已有500
亩水田受旱。 村里新架设6台电机抽水，
有效缓解了旱情。

7月10日以来， 由于持续晴热高温，
溆浦县约有3.48万亩农作物受旱。 面对
旱情， 该县迅速开展抗旱保收工作。 联
乡县级领导全部下到乡镇， 督促抗旱。

各乡镇由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 班子成
员分片包干、 一般干部包村组， 组织群
众抗旱救灾。 同时， 县里加强库区调度
管理， 严格实行“一把锄头” 放水制
度。 观音阁镇铁溪村30亩水稻面临干
涸， 该村护水小分队日夜巡逻， 规范沿
渠用水秩序， 把“解渴水” 送入了稻
田。 目前， 全县有2.7万亩稻田旱情得到
缓解。

溆浦县民政、 消防、 环卫等部门还
组织送水， 解决了大江口镇等乡镇6000
余人饮水困难。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历程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事件】
1988年4月， 湖南省委决定在全省开展

以进一步解放思想为重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系统教育， 在干部中开展生产力标准的讨
论。

1988年5月至7月， 省委举办3期县委书
记、 县长参加的生产力标准研讨班。 全省
95％以上的县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 ，
90％以上的农村党员接受了培训。

当年4月至12月， 湖南日报开辟 “关于
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 ” 专栏 ， 省电台 、
电视台、 学习导报、 长沙晚报等媒体也积
极开辟专栏或刊发系列报道， 为大讨论创
造了良好舆论环境。

【亲历】
1987年10月， 党的十三大召开， 提出

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并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第二年， 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力标准
大讨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与全国同
步， 这年初， 湖南省委结合落实党的十三
大精神， 决定在全省开展生产力标准的大
讨论。

“这场大讨论， 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继
续和深入， 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回忆
30年前那场大讨论，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研究员、 82岁的唐振南老人记忆犹新。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年，
改革让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上出现了“改革到底
是改好了还是改糟了”“社会是前进了还是倒
退了”“姓社还是姓资”等争论和困惑。

“用什么标准评价改革的成败， 对改
革开放如何再认识、 再出发？ 这场大讨论
来得很及时、 很有必要。” 时任毛泽东思想
研究会秘书长的唐振南直接见证了大讨论，
他主编的《毛泽东思想论坛》杂志先后刊发
9篇理论文章。“大讨论范围非常之广，从党
政机关到学术团体到新闻媒体，从省委领导
到普通党员， 都参与其中， 讨论非常热烈，

形成了气势和规模。”
大讨论让全省上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禁锢中进一步解脱出来， 深刻认识到在
经济发展中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是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 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抛开了姓
“资”姓“社”的困惑，为贯彻落实“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 的基本路线扫除了障碍 。
“这场大讨论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又一
次生动体现， 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
定了理论基础。” 唐振南如是评价。

唐振南感慨地说， 回望40年改革开放
历程， 湖南改革的每一次突破， 开放的每
一次深化， 发展的每一次提速， 都是解放
思想的结果。 如果说， 1978年真理标准大
讨论， 打破了“左” 的思想禁锢， 拉开了
改革开放的大幕； 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
则走出了离开生产力水平抽象理解社会主
义的思想误区， 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
深入。

通过这场激荡三湘的大讨论，“只有改
革开放才有出路” 的认识进一步成为全省
共识， 全社会踊跃参加改革、 支持改革的
生动局面逐渐形成。

1988年3月27日至30日， 湖南省委召
开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会
议， 传达贯彻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精神，
对加快改革和建设作出部署， 提出要进一
步解放思想， 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 进
一步下放权力， 放宽政策。 同时， 抓住沿
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机遇， 自觉地、 主动地
把湖南的经济发展放到全国的大战略中去，
进一步敞开省门， 提高开放度， 加快资源
开发。

1988年5月12日， 国务院批复同意将
衡阳市、 郴州地区、 零陵地区 （今永州市）
作为由沿海向内地改革开放的过渡试验区，
设立湘南改革开放试验区。 1990年11月，
国务院正式批准怀化山区开放开发试验区
列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序列， 重点探索
山区综合开发与改革的路子。 此后， 湖南
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发展进入新
阶段。

1988年①———
生产力标准大讨论：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罗杰斯 程彩明）今天，长沙市本级补
充工伤保险项目合同正式签约， 标志着长沙
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启动补充工伤保险项目。
该项目通过建立补充工伤保险制度， 引入商
业保险公司参与工伤保险服务， 适当提高工
伤职工的待遇，减轻参保单位的负担，将惠及
长沙3.3万家用人单位及150万名参保职工。

该项目保险人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组成的联
合共保体，其中首席承保人为人保财险。

补充工伤保险待遇由承保机构按规定
发放至符合条件的工伤职工或用人单位，包
括对职工因工伤残或因工死亡待遇的适当
补偿，及对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应
支付的工伤待遇的适当补偿。

其中，因工伤残职工，在按规定享受一
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基础上，再由补充工伤保
险按照伤残1级至6级、7级至10级分别支付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20%、10%进行补偿；
因工死亡职工，其近亲属在按规定享受一次
性工亡补助金的基础上，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规定的情形的，再由补充工伤保险支付6
万元工亡补偿金。

长沙启动补充工伤保险项目
因工死亡职工家属可多获补偿金6万元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清漂，
和垃圾“赛跑”

� � � � 7月29日， 重庆
市万州区草店子码
头， 清漂船进行清
漂作业。

孟姣燕 摄

永州市5.51万亩作物受旱
各级各部门全力以赴防旱抗旱

给受灾烟农吃颗“定心丸”
人保财险浏阳查勘核损

溆浦全力抗旱保收

战高温 促生产 保民生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马
复胜油薄脆、有成斋绿豆皇、湘益茯茶……
今后， 要迅速找到湖南老字号产品可以上
京东的湖南老字号旗舰店。“京东·湖南老字
号旗舰店”今天在长沙上线，一批老字号企
业签约入驻。

“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
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民族传统
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取得社会广
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目前，我省有
“中华老字号”20家， 省商务厅先后认定了
三批共计61个“湖南老字号”品牌。

首批签约上线的湖南老字号企业共11
家， 上线单品85个。 其中，“中华老字号”3
家，“湖南老字号”8家， 上线产品覆盖医药、
保健、食品、酒类、工艺品等多个行业，包括
金彩霞湘绣、湘益茯茶、异蛇酒等。

京东·湖南老字号旗舰店的上线，将进一
步增强全社会对老字号企业的关注度。 同时，
集中入驻旗舰店、集约化营销推广的模式，有
利于树立我省老字号品牌的整体形象。

上线仪式上， 省商务厅与京东签订了
《关于推动京东·湖南老字号旗舰店建设的
战略合作协议》。

电商给老字号增添新动能
京东·湖南老字号旗舰店上线

� � � � 湖南日报7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林乐 姜杨敏 ）近日，新西兰一台“退
休”无轨电车完成“重生改造”，变为纯电动
客车继续服务当地市民。 而这一神来之笔
的主角，是来自湖南的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电动”）的技术
团队。

无轨电车是新西兰惠灵顿城市公共交
通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2016年，新西兰一
批60台无轨电车因使用年限到期，即将“退
休”。考虑到更新车辆成本较大，当地政府决
定对这批车辆进行改造， 改造要求保留车
身，重新打造整套电驱动运营系统。

最开始这批车是交给美国的一家公司
进行改造，但两年多时间，改造一直没有成
功。 苦等无果的新西兰方面，开始寻找新的
意向合作方。 今年4月，中车电动技术团队
在接到新西兰订单后，根据客户要求，结合
当地实情， 提出将这批14米三轴无轨电车

改造为纯电动汽车，方案迅速获得了新西兰
方面的认可。

“无轨电车的改造并不像传统车辆改装
那么简单，完全是一次‘大换血’。”中车电动
新西兰技术项目经理黄一峰说。

3个多月后，首台无轨电车完成改造。改
造后的车辆电驱系统换成了中车电动最先
进的“T”动力，这等于给车辆加装了强大的
“心脏”，可以为车辆提供强劲的动力和控制
能力。

经过测试， 改造后的车辆最高车速、最
大爬坡度、爬坡速度等各项指标性能均超原
车辆，但成本仅为无轨电车的三分之一。 对
整车电耗及动力性测试结果，新西兰客户表
示非常满意。

据悉，该批无轨电车将在今年年底全部
完成改造，投入运营。根据评估，改造后的纯
电动客车， 至少可以延续使用6到7年时间，
将为惠灵顿市政府节省近亿元人民币成本。

中车电动将为新西兰退役公交“换心脏”
无轨电车改为纯电动客车，可延续使用6至7年，节省

大笔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