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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蒋丹 ）雨水一歇，高温便复燃。从 6日开
始， 湖南的高温天气又将逐步增多增强，影
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公众需注意防暑降

温。
近日，久违的雨水为三湘大地带来了清凉。

今天雨水渐稀，省内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左右。
省气象台预计， 本周我省又将迎来新一轮持续

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7日全
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湘西局部
中到大雨，最高气温湘东35至37摄氏度，其他
地区33至35摄氏度；8日至12日全省多云到晴
天，湘西、湘南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气
象专家提醒，未来7天，湖南以晴热高温天气为
主，湘西、湘南多阵雨或雷阵雨，公众需关注天
气变化， 合理安排户外活动， 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王铭安 邓永松）8月6日上午，高温
天气继续上演。 在沅陵县凤滩水电厂黄
秧坪开关站， 运维技术员向苏民在给输
电设备做红外测温。他拿起测温仪，对准
头上一排高压输电线，仰头，半闭右眼，
口里报出一串数字。 同事李开茂在一旁
飞快记录下来。不到10分钟，他们一身
厚厚的防护服被汗水湿透。

据了解， 凤滩水电厂红外测温点
共计3295个，仅开关站就有500多个一
次设备接地导通点。 运维技术人员根
据红外精准测温，重点跟踪高温点，时

刻守护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凤滩水电
厂作为调峰调频主力电厂之一， 是湖
南电网可靠的事故备用电源和调峰调
频电源。 进入汛期， 针对机变一次设
备、专业设备、机组温度等关键点，该
厂定时开展红外测温， 为供电迎峰度
夏提供安全保障。

同时， 该厂坚持巡视制度， 做到日
巡、周巡、半月巡、月巡、夜间巡视、专业
巡视不间断。今年上半年，通过巡视消除
设备缺陷40个， 所有设备运行情况良
好。至7月底，凤滩水电厂已连续安全生
产5880天。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王琴）8月5日， 国网郴州供电公
司通报，自今年7月中旬以来，该市持续
高温晴热天气，全市用电负荷快速增长，
郴州电网迎峰度夏期间创历史新高，最
高负荷达148.7万千瓦，较去年同期增长
2.6%。

自迎峰度夏工作开展以来， 国网郴
州供电公司制定了有序用电工作实施方
案，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涉及公众利益、
社会稳定的重要用户电力供应； 优先限
制各地景观照明、亮化工程、电子大屏幕
用电，重点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的用
电，压限部分企业不合理用电需求。国网
郴州公司对83家工业企业的用电负荷
进行摸底，完成86家企业的负荷管理系
统设备的安装工作。同时，引导苏仙、资
兴、 嘉禾等县市区用电企业积极采取错
峰措施，电网日运行最大负荷下降近3万
千瓦。

针对电网安全稳定的薄弱环节，国
网郴州供电公司分析了高负荷时期电网
运行的危险点， 制订可操作的事故处理
预案、转供负荷方案，完善快速有效的事
故应急机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拉闸限电
的影响。 此外， 该公司加强来水预测监
测，合理调配全网发电资源，充分利用中
长期和短期气象、水文预报及风功率、光
预测数据，制定水库调度方案，做好水库
汛前提前腾库、汛中有水就发、汛末分阶
段蓄水等措施，挖掘电站的调峰能力，为
迎峰度夏期间保证全网电力供应打下基
础。

为进一步优化供电服务水平， 国网
郴州供电公司缩短抢修时长， 并组织开
展高危、 重要客户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
用电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夏季高峰负
荷期间，累计消除线路导线断股、引流板
发热等缺陷50多处，开展输配电线路通
道树障清理、排查治理树障隐患327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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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开幕还有 天2�7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孙敏坚 蒋剑平 邹仪 余蓉

连日来，《湖南日报》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连续刊发的
系列社论， 在社会各界持续引发热议。 大家表
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对标
对照，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发挥“一带一
部”优势，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撸
起袖子加油干， 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回报
总书记对湖南的关怀厚爱。

坚持 “一带一部 ”战略定位 ，
把区位优势转换为发展优势

“2013年11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
考察湖南，对湖南作出‘一带一部’‘精准扶贫’‘三
个着力’‘守护好一江碧水’等系列重要指示，特别
是‘一带一部’战略论断，全新凸显了湖南在国家
战略中的区位价值，为湖南发展明确定位、指明方
向。”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说，邵阳作为湖南省东
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过渡带和长株
潭、湘南、环洞庭湖、大湘西四大经济板块的结合
部，要从更广视野、更高层次提升邵阳发展定位，
重构邵阳在湖南战略布局中的“坐标”，放大邵阳
在湖南版图中的区位价值和比较优势。

龚文密表示，立足新定位、新坐标，邵阳将
继续奋发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紧扣高质量
发展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主动融入全国、全省发展战略，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优化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把邵阳的区位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充分利用好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支持邵阳
建设湘商产业园、保税仓改革试点、先行先试建
设加工贸易转移示范区等一系列政策， 在振兴
实体产业、打赢“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彰显邵阳新作为。

省社科院原院长、 长沙县开慧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朱有志说，系列社论彰显了省委、省政府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的高度政治自觉，体现了新闻界、理论界“闻令
而行”的敏锐意识，也承载了湖南人民对高质量
发展的美好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

“一带一部”战略论断高瞻远瞩，既是对湖南的
科学定位，也是对湖南的莫大关心，给了湖南人
民更充足的发展自信。

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高质量
发展守护好一江碧水

系列社论在永州引起强烈反响。 永州市委

书记李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系列社论重温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读
后犹如甘露入心、醍醐灌顶，深刻感受到省委、
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
政治担当和战略定力， 为我们学深悟透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动高质量发
展明晰了思路、提供了指导。

李晖说，永州地处湘江源头，位于湖南正
南方， 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和东盟的“桥头
堡”。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开放新高地、品
质活力新永州”，走出了一条符合新时代发展
要求、具有永州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下一
步，永州将坚决扛起守护“湘江北去、漫江碧
透”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地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自觉用
新思想校正思想偏舵、行为偏差和发展偏向；
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实施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为契机，全面落实“双河长制”、
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打
赢打好“三大攻坚战”，以实际行动保护好源
头活水； 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兴市、 产业强
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开展产业项
目建设年活动，提速推进开放崛起五大行动，
加快构建多点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和内外
联动的开放发展新局面， 以高质量发展守护
好一江碧水。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建设美丽乡村，
是扮靓美丽湖南的重要一环。” 凤凰县委书记
颜长文对社论《守护好一江碧水》里这句话感
受最深。他说，近年来，凤凰瞄准建成国内外知
名旅游地和生态文化公园这一目标，以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 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通过建立城乡污水治理体系，让水绿了起
来；建立森林保护体系，让山青了起来；建立城
乡垃圾处理体系，让乡村净了起来；实施乡村
照明计划，让乡村亮了起来；实施村庄建设工
程， 让村庄美了起来。2017年， 凤凰县被评为
“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目前，凤凰正
在全面推进美丽凤凰建设，把全县作为一个全
域生态、全域文化、全域旅游、全域康养的大公
园来规划和建设。

补齐民生短板， 用真心付出换
老百姓舒心畅快

2016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殷切寄语湖
南“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一手抓结
构性改革，一手抓补齐民生短板”。

“总书记这些叮嘱，让湖南人倍感温暖。”省
教育厅副厅长王玉清说，教育是重大民生工程，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中央制定的脱贫攻坚重
大方略。近年来，全省教育系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一提高、两降低”总
体思路，不断完善精准资助政策体系、努力加强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着力减轻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经济负担， 推动教育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
绩。

“补齐民生短板赢在精准。《湖南日报》社论
为我们做好后续教育精准扶贫工作开出了很好
的药方。”王玉清说，下一步，省教育厅将继续聚
焦“精准”二字持续发力，重点加强与扶贫、民
政、残联等部门信息共通共享，实现对建档立卡
等贫困家庭学生的精准资助、 全学段帮扶。同
时，进一步深化校地帮扶合作，着力发挥好教育
系统自身独特优势， 组织动员省内高校对口贫
困地区开展“以购代捐”定向采购活动，为巩固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省经信委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麻阳科技扶
贫专家服务团团长刘训正在麻阳苗族自治县
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每天通过新湖南客户端第
一时间学习《湖南日报》系列社论。他感慨地
说，正如社论之八《切实补齐民生短板》中指出
的，民生短板中最短的那块，就是贫困人口脱
贫。麻阳是全国5个单一苗族自治县之一，苗族
占80.2%，属于深度贫困县。要实现脱贫，难点
在产业，重点在产业，希望也在产业。科技扶贫
专家服务团始终坚持把推动产业发展作为第
一要务，按照“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
思路，充分考虑麻阳各乡镇资源禀赋、交通条
件、人口结构、气候特点、地势差异等因素，优
化特色产业在各乡镇、贫困村的布局。通过贫
困村的产业兴旺让老百姓的钱袋子实实在在
鼓了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群众、关注民生，我
们作为基层党组织， 更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
民生情怀，将党建工作与民生工作结合，帮民
困、解民忧，用我们的真心付出，换来老百姓
的舒心畅快。”长沙芙蓉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尹卫东说，这些年，东湖街道充分利
用街道“大工委制”，将党建工作与民生工作
触角伸向每幢楼栋、每户家庭。街道根据工作
需要建立了护井群、 食品安全群、 网吧业主
群、侨胞群等120多个微信群，涵盖了工作的
方方面面，渗透到东湖的各处角落，既传递党
的声音，又回应群众关切，努力做到哪里有群
众，哪里就有党员、党组织的服务。街道还效
仿焦裕禄同志“瓜棚会”形式，开展“东湖夜
话”，干部和群众坐一条板凳，议题居民定、对
策居民谈，让群众成为主角，许多工作有了群
众的声音、意见和智慧，群众就心平了、气顺
了，幸福感也增强了。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蒋伟 杨斯）今天，省纪委对近期查
处的7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
行了通报。

违规使用办公用房

长沙市望城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月亮岛管理所所长罗文海
违规使用办公用房问题。2018年5月，
望城区纪委收到关于罗文海办公室面
积超标的群众举报，查实罗文海和该所
工作人员谭旭霞共同使用一间面积为
27.12平方米的办公室(按规定标准，罗
文海不得超过12平方米、 谭旭霞不得
超过9平方米)，超出规定标准面积6.12
平方米。罗文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免
职处理。

常宁市环境保护局党组书记、局长
吕秋明违规使用办公用房等问题 。
2018年4月26日，衡阳市委督查组发现
吕秋明与该局机动车尾气监测中心科
员汤光明共同使用一间面积为26.54平
方米的办公室 ， 与隔壁一间面积为
26.28平方米的接待室相通， 仅在相通
的门口处摆放办公桌进行临时隔断，应
付整改。另外，该局环境监察大队配备
6间办公室， 每间办公室安排4名工作
人员，但实际只摆设3张办公桌，整改
不到位。 吕秋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免职处理，副局长王德春、环境监
察大队教导员郭秀恒、局办公室主任罗
宏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违规接受请吃、收受红包礼金

株洲市荷塘区项目投资服务中心
(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谭前勇、市环境保
护局荷塘分局副局长郭斌违规接受管理
服务对象宴请问题。2018年5月27日中
午，谭前勇、郭斌在荷塘区仙庾镇清和庭
院，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株洲嘉德工业园
入驻企业株洲夏普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总
经理周某某宴请， 郭斌携带两个朋友参
加宴席， 并与周某某洽谈其在工业园内
闲置厂房的出售或出租事宜， 被市纪委
暗访组当场发现。谭前勇、郭斌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免职处理。

澧县规划局测绘队副队长贺平贵、
雷雨等干部违规接受服务对象请吃问
题。2018年4月19日至5月16日，贺平贵、
雷雨共同或单独与测绘队队员汪勇、张
春林、王强3名干部，在澧县黄家套现代
科技农业园开展田园综合体项目测图和
澧澹街道有关村开展私房测图工作中，

多次接受黄家套现代科技农业园及澧澹
街道办事处城市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军请
吃。贺平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
处理，雷雨受到记过处分、免职处理，汪
勇、张春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强受到
记过处分，王军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江华瑶族自治县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 政委洪兴福违规收受红包礼金等问
题。2015至2018年， 洪兴福多次收受永
辉爆破工程服务公司江华分公司、 南岭
民爆工程服务公司江华分公司所送人民
币共计35000元及香烟、土特产等礼品，
并要求上述公司为其个人结账应由其本
人支付的费用25120元。 全省开展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期
间，洪兴福未按要求自查自纠，整改不到
位。洪兴福受到免职处理、立案审查，因
其还存在其他违法问题， 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审理。

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华容县扶贫办、易地扶贫搬迁联席
办、治河渡镇有关干部违反公务接待管
理规定问题。2018年5月10日下午，华
容县扶贫办借调干部刘胜(县农业局科
员)等人(未开具公函)、易地扶贫搬迁联
席办干部谢腊华(县移民局正科级干部)
和李大鹏(县湘盛农业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行(出具公函)，在治
河渡镇开展扶贫有关工作后，治河渡镇
分管扶贫工作的人大主席万述洪请示
镇长张述军，在某农庄安排晚餐。餐中，
张述军、万述洪、刘胜、谢腊华、李大鹏
和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王学平、 王乐、李
榆等8人饮酒。 刘胜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退回原单位工作，张述军、万述
洪、李大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免职处
理，谢腊华、王学平、王乐、李榆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永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石堤镇
中心卫生院有关干部违反公务接待管理
规定问题。2018年7月3日上午， 县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基层卫生股副股长王书平
带领县疾控中心医生蔡泽平、 县中医院
副主任医师彭先和等5人，对石堤镇中心
卫生院公共卫生工作进行半年检查。石
堤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翁伟伟邀请王书平
一行吃中餐，安排11人陪同。餐中，翁伟
伟、蔡泽平、彭先和及卫生院工作人员邹
振、林文、张广、杨秀海等7人饮酒。翁伟
伟受到记过处分、免职处理，王书平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免职处理，蔡泽平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彭先和、邹振、林文、张
广、杨秀海受到记过处分。

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回报总书记对湖南的关怀厚爱

———社会各界持续热议《湖南日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系列社论

省纪委通报7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多人受到免职等处分

战高温 促生产 保民生

凤滩水电厂战高温保发电

国网郴州供电迎峰度夏
跑出新高度

本周高温复燃
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

� � � � 8月6日傍晚，长沙市开福区风帆广场亲水平台，市民在江边散步纳凉。8月7日是立秋节气，未来一周，湖南仍以晴热高温天
气为主，公众需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傅聪 李珈名 摄影报道

月桂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