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4日，电力工人顶着烈日在宁远县城九嶷中路抢修线路。近日，持续高温导致用
电负荷急剧增加，宁远县电力公司组织7个应急小组日夜巡查，保障正常供电。

乐水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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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银艳 李志林 廖声田
通讯员 谷和囤 黎治国

作为源头的澧水中源， 从龙山向
着东南方向奔腾而下， 在桑植县完成
了它最大规模的“扩军”。它在两河口、
赶塔两地把一级支流澧水南源和澧水
北源悉数纳入囊中后， 以澧水的名义
浩浩荡荡奔赴桑植县城，又“收编”了
发源于桑植马合口白族乡的另一重要
支流酉水，至此河面已宽达150余米。
为了这一次“扩军”，桑植的410余条
大小溪河中绝大部分投入进来， 真是

“澧”多人不怪。
你会讶异于一个县有如此众多的

溪河。有人算了一下，县内平均每平方
公里就有溪河0.12条。在有着10426个
山头的桑植， 这些溪河在山上汇集涓
涓细流，从高山峡谷间蜿蜒而出，纵横
交错，织成了一张密密的“渔网”。这山
与水的交融，勾勒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澧水沿岸，拿着手机随便拍，都是上
得台面的风景照。只是，随着探访的深
入，你又会发现，山高水长间，却也有
许多“美丽的忧愁”。

溪河多了，出门却难了。许多至今
没能架桥的村落，如果想去河对岸，却
是“看到屋，走得哭”，如果不能摆渡过
河，就要翻山越岭绕很远的路。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
不少桑植村民的盼望。

7月3日， 澧水探源采访组沿桑龙
公路顺澧水中源而下， 前往它与澧水
南源合流的两河口乡， 碰上朱家沟村
的村党支部书记瞿绍勇。 两年前当上
村支书的他， 正在为架桥一事多方奔

走。朱家沟因无桥，与河对岸的陈家河
镇、 两河口乡政府这些政治文化中心
隔得好远，村有俗言：“朱家沟，山高路
又陡，猴子过路把泪流。”

瞿绍勇跟我们算了一笔账， 朱家
沟村民的孩子， 都在河对岸的陈家河
读小学， 每学期要交400元船费给管
着渡船的三漤子村。 一个家庭大多有
两个孩子，一年就是1600元船费，这对
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140元的村民来
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为了节省这笔钱，
很多村民就选择在水量不大的枯水季
节趟水过河， 涨水时节就干脆不上学。
“刚才我来乡政府， 就是趟水过来的。”
可河水无情，总有意外发生，“上世纪80
年代以来， 村民因趟水过河而被淹死
的，有10多个了。前几天，村里的杨天文
老人送孙子上学，正好碰上上游电站放
水，被冲走10多米远，幸好儿媳赶来救
了他。”说及此，他有点黯然。

桑植县交通运输局曾作过统计，
对于枯水季节能勉强沿河床通行，雨
季就只能望“河”兴叹的村落，需修建
季节性桥梁77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忧愁中也看到一些希望，在两河口
乡，记者就看到刚刚竣工的通往几个移
民村的旧街大桥和栗山坡大桥，是县移
民局与交通局一起想办法建的。

解决库区移民的交通， 历来是县
里的重点。在桑植境内，有贺龙、鱼潭、

江垭、双泉4个大中型电站库区，像鱼
潭、江垭水电站虽不在桑植，但主要淹
没区在桑植， 也就牵涉到14个乡镇共
12100多移民。桑植的水库，都是静卧
在高山峡谷间的狭长型水库。 像建在
支流溇水上的澧水第一座大型防洪工
程江垭水库， 在桑植境内延伸了64公
里；建在澧水干流上的贺龙水库，就把
两河口至赶塔的25公里河道变成了水
库。这些地方没有枯水之说，库区两岸
的移民，有的就常年依赖摆渡过河。

贺龙电站建成后， 把打鼓泉乡的
赶塔、王家湾、土南溪3个村落与金家
坡村的2个组阻隔在了乡政府与桑龙
公路对岸。“算起来有3000多村民，要
到县城办事，都得靠轮渡。”打鼓泉乡
乡长谢云清说。

在通往土南溪村的渡口旁， 有一
家葫芦岛农庄，能干的老板娘王文秀，
是嫁到土南溪的媳妇。说起土南溪，她
连称是个“孤岛”，村里三面临水，与陆
地相连的一面， 也是一座翻不过去的
大山。“要出门就得摆渡， 发大水时就
出不来了。” 她说在土南溪建个房子，
成本都要比外面贵一倍， 譬如一吨水
泥300元，可算上运费与人工，运进土
南溪就要四五百元。“说架桥说了好些
年了，其实听说勘探、设计都搞好了，
可就是没有钱修。”

桑植移民局工会主席郭孝
润说，因为移民资金比较有限，
平时用来修一段路、 架一道水
管还行，若要修桥，资金缺口就
太大了， 他们一般只能与各方
一起整合资金。2005年， 县里

想尽了办法筹集资金1300万元在江
垭水库上修了人潮溪大桥， 但这样的
大事， 不是年年能办的。“整个江垭水
库在桑植淹没区只有这一座桥， 现在
移民们要再建一座长潭坪大桥的呼声
很高，但预算在3000万元以上。”

县里分管交通的副县长蔡昌顺告
诉记者，我省的修桥资金，一般采用省
补加自筹的方式， 可桑植作为国家级
扶贫开发重点县， 年财政收入3亿元，
不过是吃饭财政， 要筹措配套资金相
当困难。但2006年以来，县里还是想
方设法自筹了近1亿元资金。目前桑植
修建了长度在5米以上的大小桥梁
380座。这么多桥，要是搁别的县，早就
绰绰有余，可在溪河遍布的桑植，就感
觉“打汤都不够”。“真是有修不完的
路，架不完的桥。”他们也在对一些人
口不多又不适宜居住出行的村落，正
在进行整体生态移民的探索。

蔡昌顺现在更揪心的， 是如何解
决桑植的大交通的“瓶颈”问题，桑植
是一个至今没有通高速、铁路、国道的
大交通“三无”县。他也盼着张桑高速
年底快点开工，“只有大交通解决了，
经济发展才能更快， 县里的财力上去
了，就能为老百姓修更多的桥。”

■记者感言：
要想富，先修路。不过在桑植，就

得加上一句：要想富，先架桥。面对这
里的村民祖祖辈辈盼一座桥的隐忍，
心是痛的。唯有祈愿，愿这片美丽的山
水在吸引世界目光的同时， 也能祈盼
到来自各方的更多关爱。

欧阳金雨

7月2日中午， 长沙市雨花区
黎托片区一临时仓库发生火灾，
过火面积约 9000平方米 。3日下
午，省政府召开消防安全约谈会，
要求铁腕整治， 有效遏制重特大
火灾事故发生。省委常委、长沙市
委书记易炼红也作出批示： 立即
启动问责机制。

进入6月份以来 ， 雨花区已
发生多起火灾， 黎托片区更是存
在着违章搭建临时建筑、 消防水
源严重不足、 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不高等问题。 存在如此严重的消
防隐患， 存贮了巨额的货物， 这
片仓库之前却 “心安理得” 地运
营 ， 缺少安全责任大于天这根
弦。

早在6月4日， 有记者调查发
现，这一带有很多仓库存放塑料、
地板等各种易燃物品， 但消防设
施不完善；6月8日，多部门到现场
进行联合执法， 拆除部分违章搭
建的仓库；6月13日， 一家仓库发
生火灾， 货主说起火的时候找不
到消防设施，没有办法自救；7月1
日，另一家仓库又发生火灾。可惜
这一系列的警钟， 没有敲响某些
人的责任心，任由2日的大火张牙

舞爪而来。
常言道 “前事不忘， 后事之

师”，为什么这么多教训却拧不紧
这些仓库的安全阀门？

这里边一定有商家的利益在
作祟。这片仓库系私人老板所建，
后转租给其他商家。 因仓库地处
城郊，既有租金的价格优势，又有
距离城区门店较近的交通优势 ，
“俏得很”。然而，做仓库不是仅有
土地房屋、便宜方便就够的，像这
次大火暴露出来的 “无室外水
源”、“现场消防栓无水可用”的情
况，就是仓库的大忌。省了点钱，
却导致货物火烧连营， 损失更加
惨重。

责任还在于执法部门的问责
过轻。 多部门都已经到现场联合
执法了， 为何消防栓却迟迟通不
了水？ 前几天已经发生火灾了 ，
为何却不见追责整改 ？ 问责过
轻 ， 直接导致商家对问责的应
付 ， 以及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漠
视。

“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 ；
百尺之室，以突袭之烟焚”。小错
不究，必酿大祸。问责机制，一定
要“烧痛”相关责任人。

盛夏酷暑，天干物燥，防火的
弦该绷得再紧点。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澧水

盼 桥
7月3日，在贺龙水库通往土南溪村的渡口，当地人正准备摆渡过河。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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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4日讯（通讯员 蒋素珍
记者 刘文韬） 根据全国人大常
委会2013年监督工作计划，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委员冯
淑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
副主任苏军7月3日率调研组来
湖南，就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对
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审查和监
督，以及国家财政科技资金分配
与使用情况， 开展为期4天的专
题调研。今天下午，调研组在长
沙召开两个座谈会听取我省相
关情况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蒋作斌主持座谈会。
在分别听取省政府、省人大

财经委、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
委，以及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
发改委、省科技厅等部门负责人
有关情况汇报后，调研组领导高
度评价了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口
径预算决算审查监督以及国家
财政科技资金分配与使用方面
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并表
示将充分吸纳调研意见，为全国
人大常委会有关监督工作提供
参考。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李伟锋）
7月3日至4日， 副省长盛茂林轻车
简从，深入耒阳市、常宁市的煤矿、
非煤矿山以及尾矿库、 化工企业，
检查督导安全生产。他强调，要以
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作风、铁
的纪律， 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大检
查， 坚决把安全生产事故降下来，
尤其要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督查期间，盛茂林冒着高温酷
暑，翻山越岭实地查看了耒阳市的
枫树煤矿、江头煤矿，常宁市水口
山斋家冲尾矿库，并检查了南方水
泥、宏兴化工等生产企业。每到一
处，他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询问
企业安全生产情
况、仔细检查生产
设备安全状况。

盛茂林强调，
当前耒阳市煤矿
整顿已进入关键
时期，各级各部门
要坚持“整顿目标
不动摇、整治标准
不降低、打非治违
不放松、责任落实
不懈怠、依法追责
不留情、督导支持
不放松” 的原则，
把煤矿整顿整治

工作抓到位。
盛茂林要求，要强化安全发展

意识，坚守生命安全红线，把安全
生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坚持“一岗双
责”；全面、彻底开展安全生产大检
查，狠抓隐患排查治理；重拳出击，
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夯实基础
工作， 提升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加
强督导考核，加大奖罚力度。

此前， 省安委办派出多个暗访
组，对衡阳市内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暗访。 对暗
访发现的问题， 盛茂林要求衡阳市
督促相关单位限期整改落实到位。

本报7月4日讯(通讯员 龙群
记者 胡宇芬） 自主创新， 方法
先行。湖南省创新方法研究会今
天在长沙举行成立大会，以深入
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
挥创新方法在创新型湖南建设
中的支撑作用。 国务院参事、国
家创新方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
长刘燕华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第
三次工业革命与创新模式转型》
的报告。国家创新方法研究会秘
书长周元、老同志龙国键等出席
会议。

大会通过了《湖南省创新方

法研究会章程》， 选举产生了研究
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以及
组织机构人员。省政府原科技顾问
曾庆炎当选研究会理事长。研究会
聘请龙国键为名誉理事长，聘请袁
隆平院士等6人为顾问。

据悉， 研究会将以长株潭
“两型社会”试验区为重点区域，
以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环保机
械、能源交通机械等制造装备业
为重点领域，探索建设创新实验
室和示范基地，不断培养一批国
家级、省级创新方法示范企业和
标杆企业，以及创新型人才。

本报7月4日讯（记者 曹娴）一张可
对猪肉进行防伪追溯的芯片，一个佩戴
在婴儿、老年人身上进行实时监控和追
踪的智能电子标签……不断发展的物
联网技术，正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各种先
进便捷的服务。今天，记者从全省物联
网发展座谈会上获悉， 目前我省有250
多家从事物联网研发、制造、运营和服
务的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400亿元左
右。

我国物联网市场规模每年以35%
的高速增长，我省发展物联网也已初具
规模。在传感器、芯片设计、电子标签与
读写机具、智能终端、应用软件、系统集
成、运营服务等产业环节，我省都有企
业涉足，基本形成初级产业链，在部分
领域还有一定优势。如艾尔丰华研发的
低成本高频芯片已投入量产，正在研发
的超高频系列芯片，将改变过去该产品
由飞利浦、西门子等国外企业垄断的局
面。 华诺星空在UWB雷达和毫米波雷

达领域确立了国内领先地位。长城医疗
科技公司将人工智慧、传感技术融入医
疗行业，南车时代在智能交通方面研制
了大量核心控制系统及产品，均已成为
行业相关技术标准的专家成员。

物联网在我省工业、交通、电力、医
疗等领域的应用模式正日趋成熟。如我
省电网80%的业务和物联网有关联，无
线电表的远程抄表、对配电变压器的运
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电能质量检测、
负荷管理等应用逐步拓展。物联网在智
能家居、环境监测、智能农业等领域的
应用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将成为新的应
用增长点。

我省物联网产业目前仍处于起步

阶段。省经信委提出，到2015年，要在全
省培育30家物联网骨干企业，突破一批
核心技术，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以
长株潭为核心， 打造智能工程机械、智
能交通、数字医疗、智能电网等3至5个
特色产业基地。

■链接：
物联网，顾名思义就是物物相连的

互联网。通过射频识别（RFID）、红外感
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
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
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
信，以实现对物品的智能化识别、定位、
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要“烧痛”责任人

盛茂林在衡阳督导安全生产

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大检查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湘

创新方法研究会成立

本报7月4日讯 （记者 王曦 ）
今天下午，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
体会议，研究部署全省政法系统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省
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省政法系统要充
分认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按照中
央和省委部署，以“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 为总要求，把
作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联系政法
队伍的实际情况，认真查找和整改
本单位在服务大局和群众、加强社

会管理、公正执法司法、能力素质、
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坚决整治“四风”。要把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
公共安全、 加强法治湖南建设、加
强队伍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努力推动我省政法工作科学发展
取得新突破。

会议强调，政法部门要切实加
强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领
导班子和主要领导要带好头，落实
责任，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和省委
的部署，扎实有效地推进教育实践
活动。

政法系统部署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物联网业务规模达400亿元
250多家企业涵盖全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