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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振华

7月，本是漂流旺季。但曾被网
友称为“中华第一漂”的宁乡沩山
漂流却停漂了。

付出了投资， 却毅然停漂，损
失巨大，宁乡沩山漂流公司肯定是
不愿意的；“沩山漂流一旦停漂，将
给当地群众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可能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沩山漂
流品牌也可能因之毁于一旦。 ”宁
乡沩山风景区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也不愿意；沩山漂流一年光是给漂
流终点双龙潭村就带来近400万元
收入，当地群众自然更是不愿意。

三方都不愿意停漂， 可停漂却
真实地发生了，何故？ 宁乡沩山漂流
公司给出的公开答复是“各种原因”。

“各种原因”是什么原因，经营
方不愿意明说，可连当地村民都看
得很清楚———当地一些村民索要
免费票， 或干脆带客人强行冲关，
使得公司出现 “人气与效益不对
等”的现象。 村民之所以会带客强
行冲关，利益驱使自是原因，可他
们也是效仿当地一些村干部。一些
村干部以接待业务为名，把熟人或
其他人带去免费漂流。

这么看来，所谓“各种原因”其
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地经营
环境出了问题。一些来自最基层的
“吃唐僧肉”， 个别看来都影响不
大，但累计起来，却足以令之停业，
最终对谁都不利。

省委、省政府一直强调优化发
展环境，必须落在实处。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周勇军 刘
也 通讯员 万建文 吕俊 ）近日，常德
市鼎城区灌溪镇富贵小区建设工地热
火朝天，工人们顶着炎炎烈日，正在铺
设地下燃气管道。 据介绍，3年内，全镇
通气率将达到70%以上。

2008年， 中联重科塔吊生产项目
落户灌溪镇， 常德市和鼎城区紧紧抓
住这有利契机， 加快城镇化发展步

伐， 开通了2条园区至市城区的公交
线路， 并将常德大道改造工程延伸3
公里至中联灌溪工业园。 鼎城区还投
入8亿元，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5年
来， 镇里发展中联重科配套企业68
家， 其中规模企业21家， 其中6家企
业年产值过亿元。 2011年， 中联灌溪
工业园成功升级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产业集群不
断壮大， 为灌溪镇加快城镇化提供了
条件。 据园区管委会主任鲁爱政介绍，
自“中联”进入后，园区规模迅速扩大，
常住人口增加到2.1万人； 服务业发展
迅猛，涌现餐饮、住宿店50多家，中等
以上物流公司10家。去年，全镇工业产
值达到118.8亿元，在三次产业中所占
比重达95.74%； 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9300元，比2008年增长了一倍。 目前
全镇1.5万劳动力中，六成多从事二、三
产业。

为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 鼎城
区出资， 请同济大学完成了灌溪镇城
镇战略规划。 在保留镇卫生院的基础
上， 投入2000多万元在园区建一座综
合性医院。 镇污水处理也纳入了常德
市新区规划中。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王建国 任彬彬）今天，“十
二五”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南方
片区现场观摩会在长沙举行。 长
沙县路口镇、 春华镇的3万多亩水
稻核心试验示范基地及技术示范
基地里， 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摆，
丰收在望。 记者获悉， 2011年至
2012年该工程湖南专项累计增产
稻谷68.14万吨， 增加效益17.7亿
元。

袁隆平院士到会表示，正在组
织实施的三大丰产工程均进展顺
利。 到2015年，致力于改造中低产
田的“种三产四”工程将为湖南增
产稻谷20亿公斤， 第四期超级稻
大面积亩产1000公斤攻关也力争

实现。在粮食高产区实行“三一”工
程，即用3分地养活一个人。如果湖
南拿出1000万亩高产田实施该工
程，可实现一个目标：全省六分之
一耕地养活一半人。

据介绍，由科技部、农业部等
组织实施的“十二五”国家粮食丰
产科技工程，依靠科技创新持续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生
态环境。 该工程立足东北、华北和
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 涵盖13个
粮食主产省。

“粮丰工程”湖南专项以湖南农
业大学、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6
家教学、科研单位为主体，多学科协
同，产学研结合。 （下转12版①）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向朝晖） 国家发改委近日
下发 《关于湖南涔天河水库灌区
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正式批
准涔天河水库灌区工程立项。 记
者今天从省水利厅获悉， 涔天河
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113.35万
亩， 建成后将成为湖南省最大灌
区。

作为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的
配套工程， 涔天河水库灌区工程
建设任务以农业灌溉为主， 兼顾
改善当地农村生活供水条件。 灌
区涉及江华、 江永、 道县、 宁远4
个县41个乡镇， 设计灌溉面积
113.35万亩 （其中新增灌溉面积
52.55万亩）。 工程总投资32亿元，
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左总干渠及
所属左干渠、 白芒营提灌干渠，
右总干渠及所属东干渠、 西干渠

等。 左总干渠、 右总干渠渠首设
计流量分别为24.5立方米每秒、
24.0立方米每秒， 灌区引水高程
280米。

据悉， 涔天河水库灌区初拟
施工总工期42个月， 工程建成后
可改善现有耕地的生产条件， 新
开耕地25.8万亩， 年增加粮食产
量约2.8亿公斤， 对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
收入、 保证人畜饮水安全、 减少
干旱灾害等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
工程还将改善灌溉范围内16.03万
人的生活用水条件。

下一步，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
阶段， 我省将根据国家发改委要
求， 重点在加强区域水资源统一
管理及优化配置、 优化灌区作物
种植结构等方面强化前期工作，
力争早日开工建设。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实习记者 于振宇） “看到基层干
部为群众利益、 村镇发展努力工
作， 下乡这一课对我来说， 是一
次心灵的沉淀。” 今天下午， 省直
主要新闻单位编辑记者乡镇实践
锻炼活动暨传递湖南发展正能量
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谈及自己的
挂职经历， 今日女报记者吴小兵

十分感慨。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新闻队伍

建设， 促进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
深入生活、 深入群众， 根据省委
宣传部、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安
排， 4月22日至6月22日， 省直新
闻单位第6批21名编辑记者深入
桃源县、 新化县所辖乡镇实践锻
炼。 （下转12版③）

本报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

连日来的高温酷暑，把火炉长沙
烤得像蒸笼一样。

7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长沙市杨
家山立交桥交警指挥岗亭。 不足10
平方米的房间，像桑拿房一样热烘烘
的。正在执勤的长沙市芙蓉区交警大
队十中队中队长刘辉告知：“才将早
高峰车流疏导完毕。 ”

记者又随刘辉来到立交桥转盘
前。 他告诉记者， 中队共有10名交
警，负责杨家山立交桥、团结路立交
桥和人民路马王堆路口的执勤。作为
中队长，他必须带头执勤。烈日下，他
站定了，开始全神贯注地打手势指挥
车辆，劝导行人。“不是有红绿灯吗，
为何还要人工指挥？”“杨家山东往西
来车方向只有4条车道，却常摆下7排

车，上到转盘处的匝道又只容两车同
行，经常堵得水泄不通，仅有红绿灯
还不够。 ”刘辉解释。 记者注意到，执
勤的交警都是头顶烈日。刘辉对此解
释道，遮阳伞会遮挡视线，影响汽车
行驶，所以基本不用。

此时，一名中年妇女闯红灯欲强
行穿过马路，刘辉眼尖，见状快步跑
过去劝阻。 哪知中年妇女张嘴就吼：

“这么热的天，你不让我过，想让我晒
死啊？”刘辉耐心教育，中年妇女才极
不情愿停了下来。 刘辉说，行人和司
机不理解执法， 对交警骂骂咧咧的
事，一天有十几起。“天这么热，我们
只有耐心一点。 ”刘辉说。

刘辉同时兼顾两个方向，走走停
停，停停走走，不到10分钟，豆大的
汗珠从他额头滑落。 他摘下墨镜拭
汗，记者这才发现他长着一张“熊猫

脸”，只不过与熊猫的颜色相
反———脸部黝黑， 眼眶附近
因平常戴着墨镜显得格外
白。 刘辉说，路面交警高温下
执勤， 晒久了都会成这个样
子。 （下转12版②）

“粮丰工程”在湘两年增稻68.14万吨，
增效17.7亿元。袁隆平描绘诱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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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人民医院120急救车违规高收费

埃及总统遭逼宫下台

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三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
讯员 彭勇 吴平） 近日， 省农业厅专
家走进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岳阳
市屈原管理区惠众粮油农民专业合作
社， 指导200多名社员， 集中开展以
“水控、 肥控、 化控” 为标准的晚稻
集中育秧工作。 今年来， 该区新增农
民专业合作社18个， 总量达46个。

屈原管理区自2010年8月被认定
为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以来，

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
型， 大户、 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不断发展， 农业组织化程度在全
省处于领先水平。 该区通过专业合作
组织与科研院校、 上市公司对接， 大
力发展订单农业、 高效农业。 目前，
江苏雨润、 湖南唐人神、 隆平高科、
天下洞庭、 神农大丰等企业先后落户
屈原。

农民专业合作社采取规模化经

营、 机械化作业、 标准化管理和品牌
化营销的运作模式， 采用自愿入社、
入股分红办法， 使合作社与入股农户
结成利益共同体， 实现了规模经营、
互惠双赢。 其中“惠众粮油” 农户通
过以每亩500-550元的流转价格作股
入社， 年底享受农户“八”、 合作社
“二” 的“二、 八分红”。 今年全区年
出栏生猪500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户
197户， 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

6个， 规模养殖比重91%； 全区30亩
以上的优质稻大户1238户、 1000亩
以上的大户8户、 10000亩以上的1
个， 大户种植面积达32.3%。

专业合作组织提升了现代农业标
准化水平。 全区各类合作组织共制
定水稻种植标准36个、 生猪养殖标
准47个、 饲料生产标准95个、 肉食
品生产标准4个， 实现规模化种养业
全覆盖。

屈原区专业合作社达46个
大大提升当地现代农业标准化水平

小镇灌溪工业产值超118亿
全镇劳动力六成多从事二、三产业

涔天河水库灌区工程
获准立项

将建成我省最大灌区， 设计灌溉面积
113.35万亩

传递湖南发展正能量
第6批赴乡镇锻炼编辑记者受表彰

沩山漂流何以停漂
三湘���快语

开栏的话
最近， 中央和省委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了全面

部署，强调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
风”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诟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真正地
让党员干部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红红脸、出出汗、排排
毒”。

高温时节，环境更艰苦，党员干部作风好不好、实不实，亲不亲民，
为不为民，不妨拿出来晒一晒。 从今天起，本报开设“高温时节晒作风”
栏目，报道在高温酷暑天气下，来自全省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转作风、
反“四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敬请关注。

烈日下，执勤交警长了一张“熊猫脸”

高温时节���晒作风

7月3日，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一对水雉恩爱
缠绵。 水雉能轻步行走在荷花、菱角、芡实等浮叶
植物上，姿态优美，有着“凌波仙子”、“水中凤凰”等

美名，过去为常见鸟，现在因缺少宁静的栖息环境已不多见。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爱在荷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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