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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挺拔的高山，雄壮的冰河，深绿的草地，
深邃的峡湾，密集的动物。这，就是南乔治亚
岛。

2月26日， 我们两次成功登陆南乔治亚
岛———亚南极地区的动物天堂。企鹅、海豹平
时在海里是死对头，现在却一团和气、兴高采
烈地迎接着我们的到来。

生态安检
南乔治亚岛位于南大西洋， 长160公里，

宽32公里，面积3756平方公里。
岛上荒凉多山，气候寒冷，大部分被冰雪

覆盖，仅生长耐寒和冻土植物。探险队队长索
伦反复强调说，它的生态十分脆弱。所以，2月
23日下午， 索伦组织对全体探险队员开展了
90分钟的生态安全培训。其关键词是：南乔治
亚岛生态极其脆弱， 决不允许带任何东西上
岛！

地理与生态学者郭爱莉和伙伴给大家演
示了安检环节。

索伦让大家报上必带行李， 并拿来过生
态安检。这个安检，比机场安检似乎更严格。
郭爱莉用一根回形针， 挑剔你鞋底齿间的一
丝毛发、泥砂，以及裤头裤脚裤子口袋里的可
疑物。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伍继志“净
身”很艰难。一双登陆靴，他连洗4次，才通过
安检。

随后， 索伦监督每位成员签订了保护南
乔治亚岛的生态安全责任状。

这一天， 探险队再次对全体登陆人员开展
“净身”，同时反复叮嘱：不准踩踏岛上小草。

据说， 这里一棵小草可能要生长200年，
才是现在的模样。

动物王国
南乔治亚岛海洋生物丰富， 有多种企鹅

和海豹，如王企鹅、马可罗尼企鹅、金图企鹅、

毛皮海豹、蓝眼鸬鹚、南极雪燕、信天翁等，被
称为“南极野生动物的天堂”。

2月26日上午，我们选择在斯特罗姆内斯
湾登陆。这里曾是一个捕鲸站，从1907年使用
到1932年，滥杀使得鲸鱼锐减。目前，这里是
毛皮海豹、王企鹅的栖息地。

海豹横七竖八地躺着，半山腰都“绘”着
它们贪睡的样子，对身边的王企鹅了无兴趣。
它们，只在海里决斗。

这里的王企鹅不多， 似乎是个美丽的点
缀。

下午，我们从古利德维肯登陆。这里也曾
是一个捕鲸站，规模更大，建于1904年，完全
是一个现代化炼油厂。据介绍，捕鲸站鼎盛时
期用工300多人， 总计猎杀了约54000头鲸
鱼。

眼下，捕鲸站遗址已改建为博物馆，收藏
着100多年前的生产工具，乃至钢琴、老式电
话机、收音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破败
歪躺的古船边，是成百上千头海豹。它们或者
呼呼大睡，或者在一起嬉戏。小家伙们会佯装
对人类发起进攻， 但这种进攻完全是闹着玩
的。你只要一拍手，喊声“停”，小海豹立刻斗
志全无，偃旗息鼓。

行进中，不时会看到海豹睡在路上，无声
无息，像一头头大肥猪。我们只能小心翼翼绕
道。因为，它们才是主人。

历史上，它们就是这里的主人，后来欧美
捕鲸者和海豹猎人喧宾夺主。如今，欧美人遗
弃的大型机械和建筑已被海豹和企鹅占领，
成为他们的安乐窝。不少海豹、企鹅在鲸鱼骨
头上休憩。 不知它们是否会抚今追昔或者睹
物思人？

亚南极的动物天堂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后，湖南省委、省政府专题
学习、部署，日前制定了湖南省的实施细则。

2月27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对《湖南省党政
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进行政策解读。

《实施细则》在对标中央《规定》的基础
上， 结合我省安全生产特点， 聚焦“关键环
节”。作为《规定》在湖南的延伸、细化和拓展，
这既是一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清单”，更
是一个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的“工作指南”，不
仅进一步明确了全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
工作该抓什么问题， 同时也进一步给出了该
怎么抓的办法。

风向标：强化安全生产政治责任
“《实施细则》共6章28条，针对5类党政领

导干部， 提出了包含39项内容的安全生产责
任清单，并对考核激励做了明确规定。”省应
急管理厅副厅长罗德龙介绍。

与《规定》相比，《实施细则》根据湖南实
际情况进行了延伸， 不仅适用于县级以上各
级党委工作机关、 政府工作部门及相关机构
领导干部，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各类开
发区管理机构党政领导干部， 而且还明确要
求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和政府直属事业单位领
导班子成员参照执行。

在落实责任制的总体要求方面， 将安全
生产的工作目标由《规定》中提出的“坚决遏
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提升为“坚决遏制
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在党政主要负责

人的职责中，增加了“坚守安全生产底线，采
取切实管用的安全监管措施， 坚决遏制较大
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压舱石：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为了便于操作，《实施细则》突出目标导

向，进一步消除模糊界限，细化和拓展了党委
政府领导干部职责。”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龚
伟兵指出， 这是我省在安全生产领域化解重
大风险的“压舱石”。

对党委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实
施细则》细化为8项，强调安全生产工作应当
由担任本级党委常委的政府领导干部分管，
明确要求党委主要负责人每年主持召开党委
常委会会议或者深改组会议专题研究安全生
产工作不少于2次，支持政府依法履行安全生
产工作职责，督促落实“一票否决”制度等。

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实
施细则》细化为8项，明确要求政府主要负责
人每年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安委会全
会、 专题会议研究安全生产工作不少于4次，
担任安委会主任、领导本地区安委会工作，严
格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和奖惩兑现， 加强
对重点建设项目、招商引资项目的安全风险
评估和管控等。

对党委常委会其他成员的安全生产职
责，《实施细则》细化为7项，主要包括抓好分
管行业（领域）、部门（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定期调研和检查指导， 支持政府及其部门依
法履行安全监管职责， 按照预案赶赴现场指
挥救援等。《实施细则》还特别对纪委书记、政
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的安全生产工
作职责分别作了细化。

政府其他领导干部， 则主要承担督促落
实重大事故隐患治理“一单四制”，支持分管

部门加强安全监管队伍建设等8项安全生产
职责。

此外，《实施细则》还对省委、省政府领导
班子成员安全生产工作职责逐一进行了明
确，形成了责任清单，作为附件一并印发。

紧箍咒：严格考核考察及奖惩标准
《实施细则》将党政领导干部的安全生产

工作绩效与干部的履职评定、职务晋升、奖励
惩处紧密联系起来， 对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
究的时效进行了量化、 程序和权限进行了规
范。

“这使我省针对安全生产领域履职担当
的考核考察更加完善， 对相关奖惩实施更加
严谨。”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罗德龙称，相当
于给所有党政领导干部念起了安全生产的

“紧箍咒”。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我省党政主要负

责人每年需提交安全生产工作述职报告；党
政领导干部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候选人
推荐人选以及参与优秀公务员、 劳动模范等
综合性评比时， 要对其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
责情况， 书面征求负责安全生产监管的部门
意见； 对各级各部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或从
事安全监管工作时间长、工作表现出色、贡献
突出的干部， 要求党委组织部门给予重点关
注。

此外， 我省将对考核优秀的人员给予表
彰奖励，强化正向激励；对较大及以上事故指
标超控、 对上级党委政府挂牌督办整治不力
的两种情形要予以问责。《实施细则》 进一步
明确了终身责任追究， 对安全生产失职失责
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党政领导干部，不论是
否已经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格
追究其责任。

既是责任清单
更是工作指南

———解读《湖南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

南乔治亚岛上的
海豹。 徐亚平 摄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王泽华） 长时间低温阴雨天气，对
农作物造成不利影响。 省农业农村厅积极
部署，加强田间培管，稳定农业生产，努力
减轻灾害损失。

去年12月以来，全省遭遇持续低温阴
雨寡照天气，阴雨日数之多、日照之少，均
为历史罕见。各地的油菜、蔬菜、果树和茶
叶均受到不同程度冻害， 受灾较重的地区
为湘西北、湘北及其他高海拔山区。

面对严峻的天气形势，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积极应对，强化技术措施，稳定农业
生产， 确保农产品市场供应。 灾害发生
前，各地采取了一些防灾减灾措施，如清
沟沥水、撒草灰、覆膜等，有条件的大棚

还开展了人工增温和光照应对低温阴雨
天气。省农业农村厅日前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农作物春季田间培
管， 派出技术小分队， 全面落实清沟排
渍、增温保温、防病施肥等措施，确保将
损失降到最低。慈利、澧县、安化、衡阳、
溆浦等县积极行动，印发技术资料，组织
农技人员分片包乡镇进行指导， 确保减
损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

据气象预报，3月上旬前期， 全省仍然
多阴雨天气，有明显降水过程，气温稍有回
升。专家提醒，各地要注意防范农田渍害，
加强油菜、蔬菜、秧苗和果树的病虫害防治
和水肥管理，对受灾果树及时进行修剪，努
力减轻灾害损失。

农业系统积极应对低温阴雨天气
加强田间培管 减轻灾害损失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全国“两会”期间，我省将加大对基层一线
的暗访督查力度， 抓一批安全生产反面典
型。 在今天召开的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
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发布相关消息。

今年以来，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
至2月25日，全省发生各类生产经营性安全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55.3%、
42.1%。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目前我省面临
的安全风险主要在于： 春节后各类生产经
营单位陆续复工复产，人流、车流、物流大
幅增加；持续低温降雨，洪涝灾害、地质灾
害等风险进一步增大； 市县两级政府机构
改革正在进行，安全监管、风险管控工作易
出现空当。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为确保全国“两会” 期间我省安全稳
定， 全省将立即对各类生产经营建设企事
业单位（含停产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务求彻

底排除重大安全风险。在此基础上，重点做
好当前用火用电取暖安全工作、 节后生产
经营复工复产安全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表示， 此次我省将创新
排查隐患的方式方法，采取地方为主、领导
带队、部门牵头、专家检查和巡查暗访、突击
夜查、回头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在排查中，发
现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将
立即警示约谈， 失责的立即启动事前问责，
坚决消除监管盲区、堵塞管理漏洞。

全国“两会”期间，省内凡发生较大生
产安全事故的，将严格追究责任，并实行挂
牌督办和警示约谈。对非生产经营性事故，
属地政府也将对存在漏管失控和失职渎职
行为的责任人进行严格问责。

我省各级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安全
生产救援队伍进入备战状态，对重大工程、
重大活动、重点部位、重点时段部署前置应
急救援力量，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出动、科学
施救，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坚决消除监管盲区、堵塞管理漏洞，彻底排除重大安全风险

� � � � 湖南日报2月2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尹志伟 杨志） 春耕备耕，“粮草”先
行。为缓解农民“手头紧”，省农业信贷担保有
限公司（简称湖南农担） 眼下正在全省开展
“春风行动”，上千名一线业务员奔走田垄，为
银行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架通“金桥”。

阴雨绵绵，低温寡照，不利育秧。在益
阳市赫山区笔架山乡中塘村， 中亿现代农
业发展公司新建起工厂化育秧大棚， 种田
“老把式”已在大棚里忙活：清沟沥水、调试
生产线、准备营养土。据悉，这座大棚今春
将供应4000亩早稻秧苗。

“多亏‘惠农担’雪中送炭，解了建大棚资
金的燃眉之急。” 2月27日， 合作社负责人高
冬生告诉记者，为了建育秧大棚，他年前申请
“惠农担—粮食贷”,5天内就拿到了200万元
贷款， 财政给予贴息贴保后， 贷款成本仅为
3.61%，远低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日前，业务
员又上门对接，春耕生产资金不用愁。

2017年2月底，湖南农担改组。按照省
委、省政府要求，公司着力为“三农”增信，
撬动金融资本投入农业。 公司相继设立
112个市县分支机构， 与16家银行签订合
作协议，推广“惠农担”模式。公司董事长唐
政介绍，湖南农担与银行达成“8:2分险、利
率优惠、免收保证金”三项原则，银行只分
担20%的风险，对“惠农担”项目贷款积极
性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需抵押可贷
款，缓解融资难；省财政给予1%的担保费
补贴，“粮食贷” 还享受基准利率50%的财
政补贴，缓解融资贵；湖南农担与各大银行
联手，实行“见保即贷，见贷即保”，收齐资
料20日内即放款，缓解融资慢。

据公司统计，“春风行动”喜迎开门红。
1月份“惠农担” 项目新增放款5.38亿元、
683户。改组两年来，公司农业项目累计放
款逾60亿元，惠及7192户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户均金额83.5万元。

春耕备耕 “粮草”先行

“湖南农担”上千名业务员奔走田垄

� � � � 2月26日，久雨初晴，东安县的烤烟大户趁着好天气，在烟田里翻耕起垄。翻耕机作业
后成行成排的田垄，宛如留在大地上的“五线谱”。 严洁 摄

春耕“五线谱”

南极梦寻

加强基层一线安全生产暗访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