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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在长沙会见了载誉归来的我省第九届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受表彰代表。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寄语
全省广大公务员坚定信念跟党走，牢记宗旨践
初心，锤炼本领担使命，一身正气葆本色，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尽职尽责让人民满意。

省领导乌兰、王少峰、张剑飞参加会见。
在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上，长沙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作战训练大队副大队长
于勇，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省洞庭湖水利
工程管理局原总工程师余元君， 泸溪县武溪
镇党委书记邓建军， 茶陵县卫生健康局党委
书记、局长杨军，耒阳市公安局水东江派出所
副所长匡兵， 省农业农村厅法规处主任科员

聂建刚荣获“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韶山市公
安局韶山冲派出所、宁远县委组织部、桃江县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荣获“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会见中，于勇、邓建军、聂建刚和“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代表雷军平先后发言。

杜家毫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说，“人
民满意” 是公务员的最高荣誉， 也是最高追
求。大家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感人肺腑、
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公务员要向你们学习，将
这份为人民服务的坚守、 让人民满意的情怀
传承延续并发扬光大。

杜家毫强调， 全省广大公务员要结合正
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坚定信念跟党走，始终对党绝对忠诚，自觉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要牢记宗旨践初心，站稳人民立场，
立足本职岗位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 做好

事、解难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要锤炼本领担使命，涵养“功成
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胸襟和定力，在
实践中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甘
于奉献、敢于斗争，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
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 能担重任的栋梁
之才。要一身正气葆本色，始终牢记权力是党
和人民赋予的，珍惜工作平台和名节操守，保
持平和而又积极进取的心态，清白做人、干净
干事，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

杜家毫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以贯彻落
实新修订的公务员法为契机， 坚持严管和厚
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着力打造一支让党
放心、 让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
伍。 要加大对公务员和公务员集体先进事迹
的宣传力度， 用身边榜样教育引导全省广大
公务员比学赶超、忠诚履职、奋发作为，为加
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 � � � 杜家毫许达哲乌兰等会见我省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受表彰代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尽职尽责让人民满意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黄利飞 ）
7月10日晚， 财富中文网发布2019年《财
富》 中国500强排行榜。 榜单以营收为基
准， 范围覆盖中国境内外上市的所有中国
公司。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建筑稳居榜单
前三，华菱钢铁、三一重工、中联重科、蓝思
科技、步步高5家湘企榜上有名。

榜单显示，2019年中国500家上榜的
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45.5万亿元人民
币，较上年增长14.8%，再创新高；净利润
达3.625万亿元，增长4.21%。

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为162.38

亿元，相比上年提升了17%。华菱钢铁继续
蝉联中国500强中湖南企业的“头名”，以
913.69亿元营收位列第101名，较上年回落
两位。

得益于工程机械行业持续回暖， 三一
重工和中联重科实现了榜单排名大跨越。
三一重工从2018年的第194名上升至第
168名， 中联重科从第317名上升至第296
名。蓝思科技排名也有所上升，从2018年
的第312名上升至第303名。步步高排名有
所滑落，2018年为第421名，2019年跌至第
445名。

5湘企入围《财富》中国500强
华菱钢铁位列榜单第101名，蝉联中国500强湘企“头名”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冒蕞 刘笑
雪）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前往
株洲市渌口区检查督导防汛抗灾救灾工作，
看望慰问一线干部群众。他强调，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及
时处险抢险、巡堤排险、严防死守，全力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副省长陈飞，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因湘江、 渌江洪水上涨迅猛和雨水长时

间浸泡，7月10日6时，渌口区南洲镇将军村湘
江干堤发生险情， 当地在第一时间组织群众
转移，实施抢险加固，未发生人员伤亡。来到
将军村湘江河段， 许达哲一行实地查看了京
广铁路线，并通过无人机实时航拍画面，了解

湘江干堤险情发生处周边灾情。
湘江干堤上，武警株洲支队、省陆军预备

役炮兵师、 省交水建集团等多家单位的工作
人员和当地干部群众组成的抢险力量， 正在
进行堤坝除草、修筑子堤等工作，场景忙碌而
有序。沿大堤一路前行，许达哲向奋战在一线
的同志们表示亲切慰问， 他叮嘱大家在抢险
中一定注意自身安全， 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全
力以赴、科学稳妥，打好抢险救灾硬仗。许达哲
还详细询问了决堤抢险方案，要求根据水文、
气象等条件科学安排作业进度， 尽快完成堤
坝抢修加固。

在南洲镇政府， 许达哲一行会同应急管
理部相关负责同志召开防汛会商会， 听取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省水利厅、株洲市、渌口区相
关情况汇报， 部署防汛抗灾救灾工作。 许达哲
说，当前，全省防汛抗灾工作取得有力成效，
灾情、 险情总体可控， 但容不得丝毫马虎懈
怠， 必须在扎实做好当前抗灾救灾减灾各项
工作的同时，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和洪灾。

许达哲要求，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及时
处置决堤、管涌、塌陷等险情，做好受灾被困
群众转移安置工作。要全面开展巡堤排险，加
强河流主干堤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 特别是
做好堤坝背水面检查， 以及对各类山塘水库
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巡查， 切实防范各类险情
发生。要加大对铁路沿线、公路边坡、桥梁涵
洞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和防护力度， 尽快疏
通边沟、清理塌方、修复水毁设施，切实保障
贯穿湖南省内的交通大动脉安全畅通。要坚
持全省城乡防汛减灾“一盘棋”，完善相关规
划，抓好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和边远山区
防汛工程建设， 切实加强防汛薄弱环节治
理。要加强基层防汛体系建设，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切实做到防汛工作全覆
盖、无死角。

许达哲在株洲检查督导防汛抗灾救灾工作时强调

巡堤排险 严防死守
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陈昂昂 ）
7月7日至11日， 按照全国政协统一安排，
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与部分住湘全国政协委员赴青海，围绕“三
江源和青海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
体制机制对湖南‘一湖四水’生态环境保护
的启示”课题考察调研。中共青海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宁，青海省政协主席多杰热旦参
加考察。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杨维刚、何报翔、张
大方、赖明勇、胡旭晟、张健、高志标、宋君
强、谭清泉等参加考察。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海北藏族
自治州委书记尼玛卓玛， 青海省副省长田
锦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仁青安杰、王绚、
杜德志参加考察或出席座谈。

考察期间， 考察团先后在海北藏族自
治州原子城， 玉树藏族自治州文成公主纪
念馆、玉树抗震救灾纪念馆深入开展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
了爱国意识。委员们纷纷表示，要传承和弘
扬“两弹”精神，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切实增强履职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青海湖，考察团一行具体了解了青

海湖湟鱼、鸟岛相关保护措施；位于玉树
藏族自治州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和勒巴
沟生态环境保护区平均海拔4200米，考
察团一行考察了该地区环境保护情况。近
年来， 青海省出台一系列强有力措施，推
动青海湖与三江源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
该地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其在生态环保
方面的探索和取得的经验得到委员们一
致认可。

青海经验能给湖南带来何种启示？在
西宁， 考察团一行与青海省相关政府部门
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

李微微说，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 学习青海省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主要做法。湖南“一湖四水”污染治理
和生态修复任务繁重， 生态文明建设正处
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希望委员
们结合湖南“一湖四水”保护的实际情况建
言献策， 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建美丽湖南
的思想共识。

为“一湖四水”生态环境保护
汇智聚力

部分住湘全国政协委员赴青海考察
刘宁李微微多杰热旦参加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 （记者 余蓉）11日
下午，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今年普通高
校招生军事院校本科计划（男）(女)征集志
愿投档分数线。 大部分军事院校投档线都
在600分以上，只有3所院校在600分以下。
男生计划中，国防科技大学投档线最高，达
631分； 女生计划只有海军军医大学一所
高校，投档线为626分。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平行志愿投
档的规则为: 在军检合格的上线考生中，
先按分数优先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当遇到多名考生同分时，分别按语、数、
外三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再按考
生填报的学校顺序出档。 部属和外省属
院校投档时， 档案分中不含考生地方性
项目加分。

高考招生关注

军事院校征集志愿投档线出炉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肖晓明）根据当前雨水情及气象降雨预报，省
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预测：13日至14日，资水

中上游可能再次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过
程；13日至16日，沅水中游可能发生接近警戒
水位的洪水过程；15日至16日，湘江下游可能

再次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7月15日之
后， 洞庭湖区城陵矶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的
洪水。

今天，省防指召开防汛会商会，就进一步
做好湘江、资水流域防洪保安、抢险救灾及近
期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截至今日20时， 湘江衡阳至长沙段水位
仍然全线超警戒。 荩荩（下转5版②）

湘江衡阳至长沙段仍全线超警
新一轮降雨在湘东南与前期强降雨落区重叠度较高

湖南日报7月11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肖晓明）今天，省防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
市州防指和省防指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加强堤

防防守等工作。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我省湘江、资水先后

出现高洪水位， 多地发生不同程度的堤防险

情。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预测，未来一周我
省还将出现两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 资水中
上游、 湘江下游可能再次发生超警戒水位的
洪水过程， 沅水中游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
的洪水过程， 洞庭湖区城陵矶也可能发生超
警戒水位的洪水。目前，湘江部分堤段仍处于
高洪水位，后段出险几率大大增加，防守任务
十分艰巨。 荩荩（下转6版）

省防指发紧急通知要求

进一步加强堤防防守工作

上图：7月11日，曹小珍（中）把政府送来的
救灾物资，给邻居分户一袋一袋装好。

左图：7月11日晚，烛光下，曹小珍和邻居共
进晚餐。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陈奎帆 摄影报道

洪水来后，她把小家当“大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刘文韬

绥宁县的上堡侗寨， 是一个古老的村
庄，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古树繁茂。

这里曾是明、 清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的大本营， 至今还存留了起义首领建的金
銮殿、旗杆石等遗迹。后来，这里被人们称
为“上堡古国”。

红军长征时， 一小支红军队伍在上堡
侗寨的一户老百姓家吃了一顿饭， 临走的
时候，悄悄放了6个铜板在剩下的半个南瓜
里。

就是这6个铜板，让当年招待红军的杨
启栋念了一辈子。

“红军是好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
念叨这句话。”6月底，记者翻越重重叠叠的
青山，来到绥宁县寨市苗族侗族乡上堡村，
杨启栋的儿子杨芳显、儿媳王求娇，讲述了
红军战士放6个铜板在南瓜里的故事。

上堡有个地方叫牛路冲，上世纪30年
代， 住了两户人家， 其中一户就是杨启栋
家，他是一位草药医生。

1934年9月， 一支衣衫褴褛、 装备不
齐，头戴八角帽、上佩红五星的军队，从海
拔1700米的乌鸡山上， 依次朝上堡走来，
或匆匆走过，或停下小憩。这是任弼时、萧
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

久居“上堡古国”、与外界少有接触的
村民， 突然见到那么多军队源源不断地走

来，吓得心惊胆战，躲进屋里不敢出门。
“我公公常在外面跑，见过些世面。他

见到这些军队足不入户，露天而宿，不惊扰
百姓，也不进屋抢劫，便心怀忐忑打开门，
出去看是什么情况。”王求娇说。

红军战士告诉杨启栋：“不要怕， 我们
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是为工农谋利益、
求解放的。” 并让他叫乡亲们去割马肉吃，
因为红军的一匹军马在附近摔死了。

杨启栋心有所动， 忙把红军战士请进
屋里歇憩、喝水，自己则招呼邻居一同去割
马肉。

“进屋的红军对我奶奶说：我们粮食带
得少，能不能在您家吃一餐饭？我奶奶于是
拿出了一些荞麦粉。”王求娇说，红军战士
就做荞麦粑粑当饭吃， 另外煮了半个金瓜
当菜吃。金瓜，即南瓜，在绥宁很多地方都
称之为金瓜。

王求娇后来听公公描述， 那是一个长
条形的金瓜，红军吃了下半部分。

待杨启栋与邻居拎着马肉回到家时，
见先前被他迎进家门的红军已离开了。张
目望去，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归理得
整整齐齐，只是火炉屋里的金瓜少了半个。
家人告诉他： 红军吃了东西要给钱， 没有
接。

杨启栋一边感叹红军纪律好， 一边拿
起了剩下的半个金瓜，“丁零零”，几个铜板
掉了出来。 荩荩（下转5版①）

六个铜板
———记者再走长征路

7月9日，衡东县新塘镇，洪水导致石杨村8组
曹小珍的邻居不同程度被淹。当天起，她将自家
的2层楼房变成临时安置点， 负担起9户邻居、10
多人的食宿。她的小家，成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以防汛抗灾的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砥柱立中流

———省军区系统官兵投身抗洪抢险一线

回望五千年前的中国与湖南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意义与展望

经贸摩擦，你方唱罢我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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