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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唐亚
新）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来到省公安厅指挥情报中心，专题研究部署
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特别是危化品和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杜家毫强调，要以北京疫情反弹为
警醒，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不断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
要深刻汲取浙江温岭槽罐车爆炸事故教训，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危化品管理，采取坚决有力措
施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领域顽瘴痼疾，举一反三抓好
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坚决维护全省大局安全稳定。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陈飞、许显辉
参加检查调度并出席座谈会。

在省公安厅指挥情报中心，杜家毫、许达哲通
过视频系统，检查调度省内相关高速公路交通运输
巡逻防控情况，并与公安、网信、工信、交通、应急等
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我省“两客一危”道
路运输安全监管、长沙市危化品管理等情况。

杜家毫、许达哲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
杂，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做好今年工作必须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做到疫情防控要稳、安全生
产要稳、社会大局要稳。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领会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疫情防控和维护安
全稳定这根弦，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责
任意识，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湖
南的安全稳定为全国的安全稳定作贡献。

杜家毫、许达哲强调，要坚持关口前移，实行闭
环管理，从源头上加强危化品管理和道路交通安全
风险隐患排查防范。危化品管理要突出关键环节，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储存、运输、销售危化品行
为，加强危化品运输车辆、企业等风险隐患管控。
道路交通安全要牢牢抓住危化品车辆、旅游大巴、
校车、重型货车等重点，把好危化品运输车辆进出
城、过境、上下高速等关口，并建立应对机制；严肃
查处非法从事旅游客运和交通运输工具带病、超
载、超限、超时运营等危及旅客安全的行为，严禁乘
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完善校车信息
定期抄告制度，对达不到安全要求的，一律停止运

营使用；加强对重型货车的抽查检查，严厉打击非
法营运、非法挂靠、伪装改装、超重超载、疲劳驾驶、
动态监控有意闭锁等违法违规行为。

杜家毫、许达哲强调，要举一反三、未雨绸缪，
坚持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突出重点领
域，加强排查整治，强化部门协同，坚决防止风险变
成危险、隐患变成事故、小事件酿成大事故。要抓
好防汛抢险和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进一步夯实煤矿
和非煤矿山领域安全基础，切实抓好森林防火工
作，扎实推进烟花爆竹安全攻坚行动，着力维护公
共消防安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
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落实到每一个环节。要
切实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
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健全应
急指挥和联动处置机制，遇有突发事故或重要情
况，严格按预案要求和规定程序妥善处置；各类安
全救援队伍要时刻处于备战状态，发生险情第一时
间应对处置；加强宣传舆论引导，遇到突发事件要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唐曦

6月13日午后，阳光颇有些毒辣，
衡阳市珠晖区堰头村村民刘清华穿着
黑套鞋、戴着草帽，正在打理自己的蔬
菜基地，汗珠大颗大颗淌下来，湿透了
背心。

“种菜辛苦吗？”记者问。
“怎么不辛苦。”刘清华笑着抹了把

汗说，“但是现在种菜，比以前轻松多
了，又挣钱，辛苦也值得！”

豆角、茄子、丝瓜……刘清华一一
介绍。在他 55 亩的蔬菜基地里，种植
了十几种蔬菜，每个蔬菜种满 3 个大
棚，走几步就能看到“新花样”。

“之前没种这么多，大部分种的是
茄子和辣椒。”刘清华说，2018年，他回
村里承包了这块地，搞蔬菜批发，每天
天没亮就要赶到集镇上去，量虽大，但
由于品种单一，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
基本上挣不到钱。

去年开始，刘清华注意到，来村里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来这里摘
梨、看月季，偶尔也来买买农家蔬菜。
为什么不多种几样，让游客们在自己的
基地里就能买到日常所需的全部蔬菜
呢？

说干就干，刘清华将自己的菜园子
好好规划了一番，黄的南瓜、红的西红
柿陆续生长出来。

“这 3 个棚是今年种的。樟树港
辣椒，最近城里人来最喜欢摘这个。”
刘清华说着，果然棚里就有几个游客
在采摘。一对夫妇告诉记者，他们基
本上每周末会带上孩子，特意从衡阳
市开车过来采摘当季的蔬菜，好玩又
新鲜。

刘清华说，游客采摘有时比较
粗心，会毁坏一些蔬菜苗，但采摘价
格比他做蔬菜批发要高出至少 3 倍，
这些损失就不足挂齿了。今年以来，蔬
菜 基 地 已 经 为 他 带 来 了 2 万 元 收
入。 ▲ ▲

（下转4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戴鹏

6 月 14 日上午，株洲市芦淞
区中心广场的路边，过路的市民、
提着水杯的环卫工人、行色匆匆
的“的哥”……不断有人进出“建
宁驿站”，解决“方便”问题。

株洲古称“建宁”。“建宁驿
站”是株洲市街头常见的公共卫
生间，却又有些与众不同。

暑热逼人，走进“建宁驿站”
十分凉爽，迎面可以看到一面电
子 屏 幕 ，一 边 是“ 智 能 管 理 系
统”，显示实时温度、湿度、人流
量、公厕空气质量指数等；一边
是“厕位智能引导系统”，从上面

可以看到，女卫生间有 6 个厕
位、男卫生间有 3 个厕位，蓝色
显示厕位无人，红色显示厕位有
人。

在“建宁驿站”里，有急救药
箱、手机充电站、共享雨伞、图书

“漂流角”、USB插座等一些便民
服务设施。

“ 小 康 不 小 康 ，厕 所 算 一
桩”。“‘建宁驿站’不是‘盆景’，是

‘风景’。”株洲市城管局局长李晓
彤介绍，自 2018 年以来，该市推
动城区“厕所革命”，共建成“建宁
驿站”200 座、改造厕所 200 座、
对外开放社会公厕200座。▲ ▲

（下转4版①）

金中基

这两天，《蒋老汉点单理发记》
《“重回老码头，我敢穿白衬衣了”》两
个“新湖南”短视频在网上热传，饱含
温情幸福的画面，激荡着人们的心
灵。

蒋老汉名叫蒋华初，今年70岁，
家住韶山市韶山村。他用微信扫码
一下“志愿服务菜单”，志愿者庞红亮
就提着理发箱上门来了。蒋老汉理
完发后满脸是笑。这笑容看得出是
多么幸福享受。

退休职工王文辉，曾在城陵矶港
口开小火车运输矿石、煤炭。他说，
那个时候，这里灰尘漫天，上班一个
干净人进来，下班一个“黑人”出去。
他重回老码头，脱口而出就是“我敢
穿白衬衣了”。这话虽有点直白夸
张，也是对环保治理成果的点赞，对

“过上好生活”的真情流露。
理个发，穿个衣，这些百姓的生

活小事，为什么颇有获得感、幸福感，
又能引起广大网友心灵共鸣？与我
们说的小康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康生活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物
质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物质上的
小康相对容易达到。精神上的小康

只是人的一种感觉，尽管是一些日常
小事，要让人觉得满意幸福反倒很
难。

“幸福要从细小处开始。”富兰克
林说，“人类的幸福并不是由百年难
遇的巨大机遇带来的，而是由每天产
生的细小利益汇集而成。”我们所渴
望向往的小康何不如此？马路修得
再宽，路灯不应点，也会觉得暗淡无
光；房子住得宽敞，自来水时常漏水，
心里总是闹腾不宁；市场繁荣兴旺，
万货任由挑选，可依然听到有人抱怨

“油价太高，肉价太贵”。
我们追求的小康生活，不仅仅是

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要注重人民群众
全方位的获得感幸福感。也就是说，
既要有物质生活的富足，更要有精神
生活的富有。

“老年人多，楼层高，上下楼成了
小区居民头疼的事。”株洲市天元区
园丁小区，属老旧小区，财政补贴给
加装电梯。事虽不大，获得感强。百
多名老人免了爬楼之苦，都夸政府办
了件大好事。

精神上的获得感，往往大多来自
民生小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中蕴
藏着百姓幸福，民生小事连着小康大
局。

湖南日报 6月 14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欧阳静子）今年以来，湖南
外贸危中寻机迎难而上，步履越来越稳
健，前 5 月进出口额较快增长。据长沙
海关统计，2020 年 1 至 5 月，湖南省进
出口总值 1720.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1.1%。

前 5 月，我省出口额 1142.7 亿元，增
长 15.7% ，进 口 额 577.9 亿 元 ，增 长
33.6%。其中，5 月份，全省进出口总值
405.2亿元，增长24.1%。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双双增长。1至
5 月，我省一般贸易进出口 1277.4 亿元，
增长 17.7%，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74.2%；加工贸易进出口338.1亿元，增长
17.4%。

东盟为最大贸易伙伴且增长迅速，对

欧盟贸易微增。1至5月，我省对东盟（10
国）贸易额 282.2 亿元，增长 46.2%；对欧
盟（27 国，不含英国）贸易额为 191.6 亿
元，增长 3%；对香港地区贸易额为 199.1
亿元，下降4.2%。同期，我省对美国贸易
额151.2亿元，增长40.4%；对韩国贸易额
103亿元，增长28.1%。

出口产品以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
产品为主。1 至 5 月，我省出口机电产品
497.7 亿元，增长 15.9%，占同期全省出
口总值的 43.6%。进口产品以机电产品
为主，铁矿砂、铜矿砂、大豆等大宗商品
不同程度增长。据统计，1 至 5 月，我省
进口机电产品 246.2 亿元，增长 36%，占
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42.6%；进口高新
技 术 产 品 154.9 亿 元 ，增 长 82.7% ，占
26.8%。

杜家毫许达哲赴省公安厅调度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坚决维护全省大局安全稳定

6 月 14 日，张
家界市武陵源区索
溪水库开闸泄流。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
影响，索溪水库入
库流量增加。为确
保汛期旅游接待和
群众生产生活安
全，当地开闸泄流
腾出库容，保持水
库处于低水位迎汛
状态。

吴勇兵 摄

开闸
泄流

前5个月湖南省
进出口增长21.1%
对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增长四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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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种菜来你游园 民生小事连着小康大局湘经评

6月14日，长沙高铁新城会展片区敢胜垸浏阳河东岸
(劳动路至香樟路段)一片葱绿，游步道、亲水平台、城市广
场等点缀其间。该段风光带全长约2.1公里，占地约389
亩，项目造价1.17亿。目前防洪大堤整治及滨河景观提质
工程已基本完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浏阳河畔
添新景

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

▲6月14日，株洲市天元区园丁小区，加装好的电梯十分醒目。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评论员

“做好今年工作必须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做到疫情
防控要稳、安全生产要稳、社会大局要稳。”省委书记杜家毫
在专题研究部署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特别是危化品
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时强调，要以北京疫情反弹为警醒，毫
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来
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要深刻汲取浙江温岭槽罐
车爆炸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抓好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坚决
维护全省大局安全稳定。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强调的不可逾越的红线，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的重要体现。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坚决维
护全省大局安全稳定，就必须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上来，进
一步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和维护安全稳定这根弦。

尽管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可控，但安全隐患还不少，
特别是一些安全生产措施没有闭环，总是“开着口”、存有隐
患。全省各地要把功夫下在平时，坚持关口前移，尤其要重
点围绕危化品运输、旅游大巴、校车安全、超载问题等重点领
域、重点环节，从源头上加强风险隐患排查防范，突出整治道
路交通安全领域的顽瘴痼疾。虽然我省疫情防控已取得重
大战略成果，但仍需全力绷紧防控这根弦，力保疫情无输入
之机、无反弹之壤，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安全生产
要稳、社会大局要稳。要坚持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
待，突出重点领域加强排查整治、堵塞漏洞，找准薄弱环节和
风险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针对防汛
抢险和地质灾害防御、煤矿和非煤矿山领域安全、森林防火、
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存储安全和公共消防安全、建筑工地管
理等事关湖南安全生产大局的重点领域，做到心中有数、手
中有术，做到先想一步、多想一层，把风险隐患排查清楚，将
事故概率降至最低。

关键在于责任，成败系于落实。事故固然有偶发性，但
归根到底往往是责任事故，都有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不怕千
日紧，只怕一时松”，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
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岗
位、落实到人头、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以实之又实的作风、细
之又细的举措，确保防范疫情风险和维护安全稳定的各项工
作“耳聪目明”、有力有效。

安全生产关乎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只
有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不断强化责任落实、筑牢制度堤
坝、织密防护网络，才能防患于未然、守护好生命安全。
每一个环节都严密防范，每一类风险都摸排清楚，每一个
主体都履职尽责，既拿出责任担当之勇，又展现破解难题
之智，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
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方能守牢“决不能
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以湖南的安全稳定为
全国安全稳定作贡献。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和安全生产这根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