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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徐守盛杜家毫会见陈政高

为了港湾更安宁
—望城区公安局执法为民、服务于民纪实
——
陈永刚 陶芳芳 王茜
“有困难， 找警察。” 60多年来， 人民
公安用一桩又一桩平凡的小事， 在人民群众
平安幸福的大道上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望城公安， 就是这座丰碑上一颗闪闪发光的
石子。

你也有家， 我也有家，
望城是我们大家的港湾
“公安是干什么的？” 6月初， 记者就这
个不能再老的话题到长沙市望城 区 展 开 寻
问。 “保护好每一个家庭， 使望城变成整个
大家庭的港湾。” 社区民警冯建明坚定地说。
说得多好啊！

港湾——
—那里安宁、 祥和、 温馨， 人的
归宿和依靠尽在其所。 望城公安， 怎样让人
有其所归？
这里， 有一张警民联动的“巡防网”。
去年6月开始， 一支支巡防队员佩戴印
着“望城巡防” 的红袖章、 着“红背心”、
戴“红帽子” 的队伍， 遍布了望 城 每 个 角
落， 成为一道独有的风景。 为实 现 “发 案
少、 秩序好、 群众满意度高”， 望城公安局
以警民联合、 打防结合和专群结合， 建立了
一支万人“红袖章” 平安巡防队伍。 巡防队
实行24小时不间断、 无盲区巡逻。 这是望城
公安局以警风促民风、 警民携手铸平安的一
次成功试举。
月亮岛社区新月小区是农民安置区， 过

去为望城最乱小区之一， 让居民苦不堪言。
“红袖章” 队伍建立启动后， 小区居民龙四
伟成为了月亮岛警务室的首批义务巡逻员。
他和其他10多名义务巡逻员一起， 每天起早
贪黑， 将义务巡防的威慑力发挥到极致。 老
居民许金国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小区今年
还没有发生一起打架斗殴、 入室盗劫事件，
政府真是做了一件大实事！” 自“红 袖 章 ”
队伍启动以来， 望城区刑事发案率下降30%！
这里， 还有一张巧借科技强警的“智慧
网”。
望城区全区常住人口加上流动人口近百
万，而在职民警只有400多人，配比严重失衡。
面对实际困难，他们转向科技要战斗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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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化“一号工程”。

生命为信念燃烧
—追记嘉禾
——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优秀共产党员”李勇雄
程， 队伍排了1公里多长。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李铁君 雷建军
近日， 嘉禾县委决定， 追授李勇雄“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称号，
并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向他学习。
李勇雄生前任嘉禾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第17督导组组长、 县广播电视台主
任科员。 由于长期带病工作， 健康恶化， 于
今年4月20日凌晨不幸去世， 终年56岁。
李勇雄去世的噩耗传出后， 在他驻村工
作过的村子， 很多村民赶来看他最后一眼。
村民们说， 搭帮李勇雄， 他们住 上 了 安 居
房、 走上了畅通路、 喝上了安全水。 李勇雄
出殡那天， 众多干部群众自发来 送 最 后 一

“把自己当成村里人，
事情才会搞得好”
追寻李勇雄走过的足迹， 翻开他厚重的
档案， 满眼是红红的奖励证书。 他参加工作
38年， 先后9次荣立三等功， 14次受县政府
嘉奖， 多次被评为“优秀领导干部” 和“优
秀共产党员”。
得知李勇雄去世的噩耗， 袁家镇汪村村
支书肖化普说：“他去世前几天， 我们还在一
起商量旧村改造的事， 没想到……” 说着，
眼泪夺眶而出。
去年3月， 李勇雄担任袁家镇汪村结对
共建党建指导员。 经调研， 李勇雄提出“用

3年时间进行旧村改造， 让村民过上幸福生
活”。 很快， 村里将每家每户的旧宅、 牛栏、
杂房等信息记录造册， 旧村改造随即全面铺
开。
汪村的一系列“动作” 引发各界关注。
今年3月， 县委书记赵宇到汪村调研时说：
“旧村改造就要这样搞才能行得通。”
在嘉禾， 许多 人 称 李 勇 雄 为 “队 长 ”，
这是因为他多年担任驻村工作队队长。
李勇雄驻村， 有很多故事在村民中广为
流传。 袁家镇麻冲村南岭自然村有口“结对
井”， 那是2010年4月， 李勇雄在走访群众
时， 有村民抱怨说： “村里没有一口像样的
水井， 三天不下雨就 干 涸 ， 一 下 大 雨 就 浑
（下转 11 版 ① ）
浊。”

麻阳苗族自治县
城东开发建设工
地一 片 繁 忙 。 该
县坚持新区开
发、 旧城改造、
完善市政设施
“三 轮 驱 动 ”， 将
保障性住房建设
等民生工程作为
重点 ， 全 面 推 进
城市建设。

省水文局今天17时30分发布洪水黄
色预警： 受强降雨影响， 预计未来6
小时内， 沅江支流辰水怀化市麻阳
苗族自治县陶伊河段将出现超过警
戒水位1.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提请
沿岸相关区做好避险救灾工作。

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启动

湘西地区遭遇暴雨袭击

据 《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 省防指
决定： 自6月19日10时起， 启动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 长沙、 株洲、 湘
潭、 衡阳、 娄底、 益阳、 邵阳、 永
州、 怀化、 自治州等市州为当前防
汛抗灾工作重点区域。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 — ０００１

杜家毫走访部分在沪知名企业
本 报 上 海 6 月 19 日 电（记 者 贺 佳）6月
16日至18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在
出席2014年湖南（上海）投资贸易洽谈周
活动期间， 先后走访了德国邮政敦豪集团
（DHL）北亚枢纽、绿地集团和光明食品集
团。 他希望广大在沪企业抢抓湘沪深化合
作和中部崛起的机遇，积极来湘投资兴业，
为湖南加快发展给力添劲，实现共赢发展。
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副省长黄兰香、张
剑飞，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陪同走访。
DHL是全球领先的邮政和物流服务
集团， 服务网络遍及全球220多个国家和
地区。 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西货区的
DHL北亚枢纽是集团在亚太地区规模最
大的快递转运中心。 杜家毫详细了解空港
集疏运体系建设情况， 并与企业负责人深
入探讨相关合作事宜。 杜家毫说，近年来，
湖南航空、高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等交
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区位优势进一步显
现；电子信息、工程机械等产业迅速发展，
一大批湘企加快“走出去”，这都为加快发
展现代物流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希望DHL
抢抓中部崛起带来的商机， 加快来湘设立
分支机构，充分发挥在物流网络、人才、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助推湖南现代物流
业特别是航空物流加快发展。
绿地集团是一家以地产开发为主，经
营领域涵盖能源、 金融等相关产业的世界
500强企业。 自入湘以来，已累计开发14个
项目，投资近350亿元。 在听取集团的情况
介绍后， 杜家毫对集团近年来取得的喜人
业绩表示祝贺。 他说，当前，湖南为进一步
挖掘和放大“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积极推
进与长三角、珠三角、中三角、成渝经济区
等区域的合作， 正加快推进长沙中低速磁

浮项目建设， 着力打造空铁联运综合交通
枢纽。希望绿地集团把长沙高铁新城、空港
产业园打造成为产城一体化精品项目，促
进当地产业发展、市民就业和消费。同时不
断深化双方在旧城改造、金融服务、轨道交
通、 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 实现互利共
赢。
光明食品集团是以食品产业链为核心
的现代都市产业集团， 形成了覆盖上游原
料资源、中游生产加工、下游流通渠道的产
业链条。 杜家毫与集团负责人就进一步加
强双方合作达成共识。杜家毫说，光明食品
集团作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典型代表，
在产业整合、国际并购、市场化改革，以及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经
验，走出了一条国资国企改革新路，值得湖
南认真学习借鉴。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湖南
稻米、 生猪等大宗农产品产量稳居全国前
列，在推进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等
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 正朝着打造食品加
工万亿产业的目标加速迈进。 希望光明食
品集团把自身的产业优势与湖南的资源、
区位、环境等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积极来
湘投资兴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和层次，在
助推湖南农业加快发展同时， 更好地丰富
上海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走访中，杜家毫强调，湖南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上海改革创新特别是
国资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 全面深化国企
改革， 不断增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
力。要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主动对接
长三角，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 要努力为广大投资者来湘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 真正把湖南这片红色热土耕耘
为成就事业的沃土。

本报 6 月 19 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杨粲
实习生 汤晓旭） 湘西地区的怀化、 自治州等地遭

遇暴雨袭击。 据省防指统计， 截至今天18时， 暴
雨造成怀化市的鹤城、 麻阳、 辰溪、 溆浦和自治
州的吉首、 泸溪、 凤凰等7个县市区75个乡镇37.51
万人受灾， 4人失踪， 紧急转移群众9330人， 倒塌
房屋216间。 暴雨造成焦柳铁路、 渝怀铁路、 吉怀
高速、 国道G209、 省道S308以及部分县、 乡道路
中断， 导致部分电力、 通讯、 水利等基础设施及

农田损毁受淹。
18日8时至19日8时， 湘西局部地区发生强降
雨过程。 强降雨主要从19日3时开始， 集中在鹤
城、 麻阳、 辰溪、 凤凰、 吉首、 溆浦等局部地
区。 有35站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 其中11站降
雨量达100毫米以上。 鹤城区凉亭坳站降雨量最
大， 达235.6毫米。 今天8时至14时， 暴雨区由怀
化、 自治州逐渐扩大到邵阳、 娄底、 长沙、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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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衡阳等部分地区。

怀化近30万人受灾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储
永 坤 唐 文 勇）6月18日8时至19日8时， 怀化市普

降小到中雨，部分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今天上
午10时，该市启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
据怀化市防汛办初步统计，降雨致该市辰溪、
鹤城、 麻阳3个县区的49个乡镇受灾， 受灾人口
29.14万人，倒塌房屋38间，受灾农作物面积21.83
邮发代号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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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 受暴雨影响，焦柳铁路鹤城凉亭坳至黄金坳
区间、 渝怀铁路麻阳锦和至铜田湾区间发生局部
溜坍和水淹道床现象， 包茂高速公路麻阳段桩号
2135处发生滑坡，上述道路临时中断，有关部门正
全力组织抢修。
面对灾情，怀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紧急
（下转 3 版）
应对。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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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合作领域、 深化合作层次， 把旅游与当
地人文科技、 自然生态、 城市建设等更好
地结合起来， 真正把昭山这块“好料” 裁
剪好、 把这块“璞玉” 雕琢好， 助推湖南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 湖南
将为企业在湘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段先念说， 华侨城集团将充分发挥人
才、 理念、 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与湖南一
道， 因地制宜开发创新文化旅游产品， 积
极探索合作运营模式， 更好地服务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
省领导许又声、 张文雄， 华侨城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平春， 省政府秘书长戴
道晋参加会见。

重点关闭11类落后小煤矿

省防指要求全力迎战强降雨

本 报 6 月 19 日 讯 （记 者 柳 德
新） 针对当前汛情及发展趋势， 根

“
为湖南加快发展给力添劲”

本 报 6 月 19 日 讯 （记 者 贺 佳） 今天
下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
见了华侨城集团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段先念一行。
华侨城集团是亚洲文化旅游第一品
牌， 开发运营了世界之窗、 欢乐谷、 东部
华侨城等知名主题公园。 段先念此行率队
来湘， 将与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湘潭昭山
示范区开展文化旅游项目合作。
杜家毫说， 昭山示范区地处长株潭城
市群生态绿心的核心， 交通区位优越、 文
化底蕴深厚、 生态环境良好， 拥有发展文
化旅游产业的良好条件和基础。 希望华侨
城集团进一步加强与湖南的合作， 不断拓

蒋光禄 赵凯
摄影报道

本报 6月 19 日讯 （
记者 柳德新）

城镇化、 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进一步
得到住建部的指导， 深化部省合作。 同时
也希望住建部在“两房两棚” 改造等方面
给予湖南更多支持。
陈政高说， 近年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了显著成绩， 特别是在生态建设、 城
市群发展、 两型改革发展等方面创造了经
验，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很多工作也
走在了全国前列。 住建部将全力支持， 深
入推进与湖南的合作。
副省长张剑飞参加会见。

杜家毫会见段先念

6 月 17 日 ，

省水文局发布
洪水黄色预警

本 报 6 月 19 日 讯 （记 者 唐 婷） 今天
下午，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
了来湘调研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
陈政高一行。
徐守盛说， 近年来湖南经济社会保持
了持续健康发展， 在住建部的大力支持
下， 全省城乡住房建设、 危房改造、 廉租
房建设、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当前， 湖南正抢抓一系列重大历
史机遇， 加快改革发展， 希望在推进新型

我省煤矿控制在500处以内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赵建党）今天召开的全省落后小煤矿关闭退

出工作会议宣布，我省将重点关闭11类落后
小煤矿，“十二五” 期间将关闭400处左右，
全省煤矿总数将控制在500处以内。
根据方案，列入关闭的11类煤矿分别
是： 重点关闭年产能9万吨及以下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的； 加快关闭年产能9万吨
及以下煤与瓦斯突出等灾害严重的； 坚决
关闭发生较大及以上责任事故且年产能在
9万吨及以下的； 关闭超层越界拒不退回
和资源枯竭的； 关闭拒不执行停产整顿指
令仍然组织生产的； 关闭没有通过瓦斯防
治能力评估且拒不停产整顿的高瓦斯和煤
与瓦斯突出矿井； 关闭或整合矿区范围上
下垂直重叠的；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
专家论证，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有效防
治的灾害严重矿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
定应予关闭的；没有实现正规开采的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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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停产整顿，逾期仍未实现正规开采的，
依法实施关闭； 没有达到安全质量标准化
三级标准的煤矿，限期停产整顿，逾期仍未
达标的，依法实施关闭。
落后煤矿的关闭退出， 目前已有邵阳
市完成试点。 今年，将完成郴州、衡阳、长
沙、湘潭、株洲、永州、益阳、常德、怀化、张
家界、 自治州等市州的落后小煤矿关闭退
出任务。 2015年完成娄底市落后小煤矿关
闭退出任务。
在积极争取国家小煤矿关闭退出奖补
资金的同时，省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采取
“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在2015年前完成关
闭退出目标任务的市州给予奖补。
今后， 一律停止核准新建年生产能力
低于30万吨的煤矿，一律停止核准新建年
产能低于90万吨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副省长盛茂林出席会议， 并就落后小
煤矿关闭退出工作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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