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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印发《通知》

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的通知》。全文如下：

近期，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
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重庆、江西、
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贵州等地发生
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现就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受灾地区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
责的精神，恪尽职守、勇于担当，采取得力措
施，有效应对灾情，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到
灾情最严重、抢险最困难、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加强现场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组织、带领
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做好抢险
救灾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基本生
活；积极进行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受灾的贫困地
区要把防汛救灾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结合起
来，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全面排查受灾情况，抓紧
修复因灾受损基础设施和房屋，认真做好受
灾困难群众帮扶救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二、受灾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
守土尽责、奋力抗灾。要视灾情为命令，把防
汛救灾作为当前第一位的任务，发扬不怕疲
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团结带领群众筑牢战胜
洪涝灾害的坚强战斗堡垒。严格落实包保责

任制，组织党员群众严防死守，加强轮流值
班、监测预警、堤库巡查、应急处置等，及时排
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通过组建“党员突击
队”、设立“党员责任堤”、开展“党员联系户”
等方式，组织党员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
沿，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推动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就地转化为防汛救灾队，组织
机关党员、干部下沉防汛救灾一线，以在危急
关头、危险时刻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广大
群众增强信心、战胜灾害、渡过难关。

三、非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要心系灾区、全力支援。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
署，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力量，帮助和支持灾区抗灾救灾、恢复生产生
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水利、
电力、交通、通信、应急管理、物资保障等部门
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立足本职、发挥优

势，千方百计支援灾区，为防汛救灾作出应有
贡献。

四、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主动履职、有效
发挥作用。要动员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在救灾一线冲锋陷阵、挺身而出，全
力投入到防汛救灾工作中去。在防汛救灾一
线考察识别干部，把在防汛救灾中的表现作
为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指导基层党组织发
现和考验入党积极分子，对表现突出、符合条
件的，及时发展入党。注重发现、及时表扬、宣
传表彰防汛救灾中涌现的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先进典型，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
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营造不畏艰
险、敢于胜利、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加强对
防汛救灾一线党员、干部的关心关爱，会同有
关方面对因公牺牲的党员、干部家属及时给
予抚恤、慰问，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中央网信办获

悉，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
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通知指出，试点工作主要包括开展数字乡村整体规划
设计、完善乡村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
业态、探索乡村数字治理新模式等七方面内容。同时明确，
到 2021 年底，试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城乡
数字鸿沟明显缩小，乡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智能
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大幅提高，依托互联网开展的农村创业
创新蓬勃发展，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基本完善，乡村公共服务
体系基本建立，乡村网络文化繁荣发展。

为探索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通知称，大力培育一批信
息化程度高、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生产经营组织，培育形成一
批叫得响、质量优、特色显的农村电商品牌，因地制宜培育
创意农业、认养农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等新业态。

据新华社武汉7月18日电 受强降雨影响，“长江2020
年第2号洪水”于17日在长江上游形成，三峡水库入库流量
快速上涨，18日8时达6.1万立方米/秒。这是今年入汛以来
抵达三峡的最大洪水。

据中国三峡集团三峡梯调中心初步预测，18日此轮洪
水达到顶峰后将缓退，但21日左右三峡水库可能迎来新一
轮来水。

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水抵达三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计美国经济二季度萎缩37%
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7 日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17日在结束对美国第四条款磋商的声明中说，受新
冠疫情重创经济活动影响，预计美国经济二季度按年率计
算萎缩37%，全年萎缩6.6%。

新型地球物理综合科考船“实验6”号下水

7月18日，“实验
6”号新型地球物理综
合科学考察船在广州
下水，预计明年投入
使用，将为海洋科学
以及深海大洋区的极
端环境研究提供先进
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和
探测装备试验平台。

图为当日拍摄的
“实验6”号新型地球
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

新华社发

巴赫：

已为东京奥运准备多套方案
包括限制赛场人数

据新华社巴黎7月17日电 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17日表示，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
会已经为明年的奥运会准备了多套方案，其
中包括限制赛场人数等措施。

国际奥委会第 136次全会于 17日举行，
受疫情影响，很多委员无法到现场参会，所以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线上举行的国际奥
委会全会。东京奥组委在向全会所做的报告
中公布了明年奥运会的赛程和场馆安排，与
推迟前的场馆和赛程基本相同。

在当天全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巴
赫表示，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已经为明
年的奥运会准备了多套方案，其中包括限制
赛场人数等措施。“现在还没有办法给出一个
准确的方案，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巴赫说，

“削减人数确实是可能的措施之一。”
按照目前的计划，东京奥运会将于2021

年 7月 23日开幕，8月 8日闭幕，这也意味着
从东京奥运会结束到北京冬奥会开始，相隔
几乎只有半年的时间。巴赫表示，如此短的间
隔时间有助于将东京奥运会带来的“奥运热
度”延续到北京冬奥会。此外，“从协调委员会
的报告中，我们很高兴看到北京冬奥会的筹
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下期奖池：864409230.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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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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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利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文杰
介绍，犬木塘水库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枢纽和灌区。枢纽工程位于资水干流，
最大坝高 26.2 米，水库总库容约 1.4 亿立
方米。灌区工程主体位于衡邵干旱走廊
中心地带，惠及 4 市 8 县(市、区)：邵阳市
大祥区、双清区、邵阳县、邵东市，永州市
冷水滩区、祁阳县，衡阳市祁东县，娄底
市双峰县。

该工程灌区渠首设计流量为 40 立方
米每秒，渠系包括总干渠、分干渠和骨干支
渠，合计 235 公里。从资水引来的水，就是
通过这 235 公里渠道，源源不断注入相关
各地原有的中小水库，再借助水库配套设
施入田、入户。

湘水集团董事长易放辉形容，这是南
方地区经典的“长藤结瓜”式水利灌溉系
统，只不过犬木塘灌区是先“结瓜”几十年，
现在才开始为它们“培根育藤”。“犬木塘水
库是根、是源，235公里渠道是主藤，有了根
和藤的营养供给，那些瓜——原有的中小
水库才会‘水分充足’，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邵东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刘寿平初步
算账：“我们的三都水库和保田水库，得到
犬木塘水库工程引水补充后，每天可向市
区居民供水 7 万吨，还可将片区内的灌溉
保证率由不足50%提高到80%。”

根据测算，犬木塘水库工程建成后，年
均引水量为 3.16 亿立方米。其中，用于灌
溉的 2.23亿立方米，可改善和新增农田灌
溉面积 121.7 万亩，犬木塘灌区将成为全
省面积最大的灌区，灌区内多年平均增产
粮食 1.4 亿公斤；用于城乡供水及生态用
水的 0.93亿立方米，可保障祁东县城和邵
东市城区90万人口供水，有效解决灌区范
围内农村 70.2万人饮水提质增效问题，通
过生态补水改善邵阳市红旗河城区河段等
河流的生态环境。

易放辉表示，建设犬木塘水库是重
大的民生工程，也是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举措，湘
水集团将恪尽职守，确保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建设任务，使该项目早日造福衡邵
干旱走廊。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解民 毛慧

7 月 18 日上午，犬木塘水库工程建设
项目在邵阳县郦家坪镇挖动第一斗土。这
标志着衡邵干旱走廊中心地带老百姓几
十年来翘首以盼的大型抗旱解渴工程正
式开工。

按照规划，该项目 5 年完成建设。届
时，每年从资水引来的 3.16亿立方米水资
源，可灌溉121.7万亩农田，保障祁东县城
和邵东市城区90万人口供水，有效解决灌
区范围内农村 70.2 万人饮水提质增效问
题，改善部分河道生态环境。

水稻生产功能区
“十年有九旱，五年一大旱”

湘水集团旗下的省水利投公司，是犬
木塘水库工程的项目法人。湘水集团董事
长易放辉介绍，犬木塘水库工程是纳入国
家规划的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概算
总投资 102.5 亿元，是新中国成立至今湖
南境内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水利项目。

为何要投如此巨额的资金来建这个
项目？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范金星说，衡邵
干旱走廊老百姓“苦旱久矣”。

湖南雨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在雪峰山脉以
南、五岭山脉以北，以湘江流域资水流域分水岭
为中轴线分布的广大丘陵地区，却是“十年有九
旱，五年一大旱”，被称之为衡邵干旱走廊。

据多年气象资料统计分析，该区域每年降
雨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80%，而蒸发量却为全
省平均水平的1.3倍到1.4倍；降雨年内分布极
为不均，大都发生在4月到6月；7月到9月常常
酷热高温，降雨量小，但同期蒸发量非常大。

该区域地质岩性以石灰岩和红砂岩为
主，土质保水性差，水资源渗漏损失大，地下
水埋藏深，也是导致旱灾频发的重要原因。

范金星说，衡邵干旱走廊地处湘资分
水岭，客水利用条件很差。新中国成立后，
该区域修建了许多水库、山塘，但蓄水经
常达不到设计标准，遇到干旱很容易降到
死水位甚至被晒得底朝天。

衡邵干旱走廊内绝大多数县市区都
是水稻生产功能区，有的还是国家级、省
级粮食主产县，对灌溉用水的需求很大。

祁东县过水坪镇因“雨过坪干”而得
名。该镇年湖村村民刘贤德年逾古稀，一
辈子务农。他告诉记者，当地“插秧没有耗
田水，抗旱抗到谷子黄”的情况时有出现。
资料显示，在衡邵干旱走廊中心地带，水
稻单产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该区域老百姓饮水也时常面临威胁。
2013年大旱时，许多乡镇不得不依靠消防
车送水喝。时至今日，邵东市城区的自来
水长期供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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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湖南历届省委、
省政府一直着手谋划解决衡邵干旱走廊的
缺水难题。

犬木塘水库工程项目设计总负责人董
必胜说，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只能从资水

“引丰济旱”，在衡邵干旱走廊内跨流域调
配水资源，才能实现抗旱解渴。

董必胜介绍，早期提出的方案是在资
水南源夫夷水上建高坝大库，大坝选址新
宁县崀山镇，从那里引水自流到衡邵干旱
走廊。但该方案规划的水库淹没区涉及到
省外，一直未能协调到位。

在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
经过多次调规和方案论证，降低大坝高度
以减少淹没区的方案被各方基本接受，该
项目成功列入国家规划的172项重大水利
工程。

但就在这前后，崀山成功申报为世界
自然遗产。规划建在崀山镇的大坝，必然触
及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必须放弃。

2016年，省发改委与省水利厅再次组
织开展替代方案论证。专家们最终把目光

定在了下游几十公里处的资水干流上。
董必胜说，最后确定的坝址位于邵阳

市城区百春园，大坝由原来设想的高坝调
整为低坝，借此在资水干流上建一座河道
型水库，通过电泵提水引水，为衡邵干旱
走廊补水。同时，项目设置适量的发电装
机，通过“以电养水”保障电泵提水引水良
性运行。

按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水利投公
司于2018年11月以项目法人身份接手犬
木塘水库工程。2019 年 5 月，专职公司人
员基本配齐，犬木塘水库建设进入前期工
作阶段。

2019年、2020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都
明确提到要加快推进犬木塘水库工程上马。

邵阳市干部群众对犬木塘水库工程尤
其盼望、格外支持，省水利投公司集中力
量、加班加点，最终创下了1年时间即完成
大型水利工程前期工作的奇迹——今年 5
月 18 日，省发改委下发《关于犬木塘水库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正式批准犬
木塘水库工程立项。

“引丰济旱”大坝选址历经多次调整

通常情况下，大型水利项目开工，仪式
现场一般设在河边水边。但犬木塘水库工
程 7月 18日的开工仪式现场，设在邵阳县
郦家坪镇的一座山边。

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范金星告诉记者，
这是因为犬木塘水库工程的控制性工程不
是枢纽大坝，而是灌区总干渠上长达19.26
公里的九龙岭隧洞。今天挖动第一斗土的，
是位于郦家坪镇的九龙岭隧洞5号支洞。

“19.26 公里长的过水隧洞，穿越湘资
分水岭，长度位居省内第一。”范金星介绍，
九龙岭隧洞是犬木塘水库工程所有标段中
施工难度最大的——前期勘测发现，隧洞
部分洞段要经过地下暗河段、断层段以及
岩溶发育地区，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施工
风险都很多。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九龙岭隧洞建
设总工期为 60 个月，是犬木塘水库工程
所有标段建设所需时间最长的。而位于百
春园的枢纽大坝，规划建设总工期只需
34个月。

“从时间统筹角度考虑，安排工期最长
的标段最先开工，才能保障整个工程进度
实现优化配置，杜绝出现拖后腿现象。从决
心和信心层面考虑，我们就是要先啃最硬
的骨头，把它做好、做成标杆，才能保障整
个工程达到高质量标准。”湘水集团董事长
易放辉如此释疑。

据悉，为确保九龙岭隧洞质量过硬和
施工安全，省水利投公司给出了极为严苛
的招投标条件。最终，中国中铁五局和中国
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两家公司中标，共
同承建九龙岭隧洞。

给“长藤结瓜”灌溉系统“培根育藤”

水利工程开工仪式现场设在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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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一个平常又特别的日子。这
一天，犬木塘水库开工的消息，一下传遍了
三湘四水；在对水渴盼已久的衡邵地区，人
们更是欢呼不已。

一个水库开工的消息，缘何会震动湖
湘，惊喜一方？

这个水库不同寻常，意义非凡。不仅是
因为它的投资大，总投资逾百亿，而且是自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投资最大的单体
水利工程；不仅是因为它的库容大，总库容
1.4亿立方米，而且灌区工程主体涉及4市
8 县(市、区)，影响范围广、覆盖地域大；不
仅是因为它的灌溉面积大，新增灌溉面积
121.7 万亩，是我省面积最大的灌区，而且
可保障邵东市城区和祁东县城 90 万人供
水，有效解决70.2万农村人口饮水问题。

“十年有九旱，五年一大旱”。位于湘中
的衡邵地区，以干旱闻名，故有“衡邵干旱
走廊”之称。处雪峰山脉以南、五岭山脉以
北，又以湘资两水流域分水岭为中轴，是湖
南最为严重的干旱地区之一。原因在于其
东中西部，山势较高，从东南沿海刮来的湿
润季风气流，很难越过高大的山脉，1/3的

年份是特大旱。
这一带是石灰岩和红砂岩为主的地

区，天上下雨立马就漏下去了，地下水又埋
藏于很深处，因此致使旱灾频发。大旱连季
经年，常常是水贵如油，人们望水兴叹。遇
到大旱久旱，就连许多水库、山塘也被晒得
底朝天。当地百姓用“插秧没有耗田水，抗
旱抗到谷子黄”形容抗旱的艰苦持久。2013
年大旱时，许多乡镇不得不依靠消防车送
水喝。

“衡邵干旱走廊”的缺水是个“老大
难”。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湖南历届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一直着手谋划解决这个
问题。在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
力下，经过多次调规和方案论证，最终决定
从资水“引丰济旱”。

渴盼了多少年，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老
百姓几十年来翘首以盼的大型抗旱解渴工
程正式开工了。这一重大的水利工程、生态
工程，人们称之为造福一方百姓的“民生工
程”。

再过几年，当清亮的资水按照人们的
意愿流淌在衡邵大地，“久旱逢甘霖”的喜
悦绽放在百万人民的脸上，那必定是世上
最灿烂的笑容！

渴盼多少年，衡邵传欢呼

湘经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