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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部
署下阶段防汛工作， 并赶赴望城区现场督导
检查。他强调，要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压倒一
切的重大任务， 以最高标准全力迎战超历史
最高水位的洪水， 用实际行动让鲜红的党旗
飘扬在最危急、最困难的地方，飘扬在广大人
民群众的心中。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
防汛会商会。

省领导乌兰、易炼红、黄跃进、张剑飞、
杨光荣出席防汛会商会或参加督导检查。

在认真听取省防指各成员单位有关情况
汇报和下阶段工作打算后，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政府向奋战在防汛抗灾一线的全省广大干
部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
消防战士、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新闻工作者
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他说，面对连日来
的强降雨，全省上下紧急动员、全力以赴，大
家不叫苦、不叫累，指挥有方、调度有力，用自
己的坚守和付出，有力保障了各大水库、堤坝
的安全， 最大限度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事故
的发生，换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安宁。

杜家毫指出，6月份全省平均降雨量破历
史极值， 大多数河流的水位目前也已超过历
史最高水位。 要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压倒一
切的重大任务，进一步增强凝聚力、战斗力、
执行力， 从最危险处着想， 去争取最好的结
果，千方百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努力夺取最终胜利。从明天起，

省里将组织13支工作组， 由相关省领导带
队，分赴各市州防汛抗灾一线，看望慰问防
汛抗灾工作人员和受灾群众，进一步了解和
掌握汛情、灾情，与当地共商下一步防汛工
作重点，动员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
员， 用实际行动让鲜红的党旗飘扬在最危
险、最困难的地方，飘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
心中。

杜家毫强调，要充分利用当前降雨间歇
的有利时机，广泛发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基
层村组干部，进一步加强对各类安全隐患的
排险除险工作。国土部门要加大对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排查力度。水利部门要坚持值班值
守，加强巡堤、固堤、查险，查找堤垸薄弱环
节。公安交警要全员上阵，做好城乡道路、高
速公路、涵洞匝道等重点区域的交通管制和
疏导工作。农业部门要提前准备、积极开展
灾后生产自救，工业部门要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组织恢复生产， 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
失。民政、交通、安监、住建、卫生、财政、教
育、金融保险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认真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安全生产、危房加
固、疫病防治、资金拨付、保险理赔等各项工
作，全力保障供电、供水、供气、通讯等，确保
生产生活秩序正常运转、社会大局稳定。要进
一步抓好新闻宣传报道，坚持鼓劲、稳定总基
调， 增强全省上下夺取防汛抗灾全面胜利的
必胜信心。

杜家毫强调，大灾面前，各级各部门更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 以对人民高度负
责的态度，强化责任担当，保持战略定力，树
立底线思维，抓住关键少数，坚持精准发力，
做到久久为功。 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国家有关
部委和周边兄弟省市的联系对接、协调配合，
共同打赢防汛抗灾这场硬仗。

下午3时，杜家毫一行赶赴望城区新沩水
两岸的团山湖垸和大众垸， 现场督导检查防
汛抗灾工作， 看望慰问防汛抗灾一线干部群
众。在团山湖垸，杜家毫详细询问垸内处险、
房屋受损、物资储备，以及群众转移安置等情
况。根据汛情发展，昨天晚上望城区防指下达
紧急转移命令， 各级干部包村包组包户组织
群众转移，目前受灾群众都已妥善安置，没有
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杜家毫予以充分肯定，并
叮嘱当地负责同志， 要切实保障转移群众的
基本生活，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居有所、
病可医。同时要把责任落实到村组，加强值班
值守，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增强群众避险避灾
意识，在洪水没有完全退去之前，严禁群众擅
自返回家中，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大众垸垸内部分堤坝出现了漫堤险情，
附近湘船重工的职工正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
装沙袋、筑子堤。来到这里，杜家毫与应急抢
险队员一一握手， 感谢大家连日来的辛劳和
付出， 嘱咐大家科学安排轮休， 注意自身安
全。他说，当前洪水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希望
大家特别是共产党员，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
优良作风，众志成城打赢这场硬仗，以实际行
动体现“两学一做”成效。

杜家毫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并赴望城督导检查

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任务
以最高标准全力迎战超历史最高水位洪水

许达哲乌兰出席防汛会商会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陈昂昂）按
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今晚，省政协主
席李微微赶赴永州市祁阳县， 检查指导防
汛救灾工作。她指出，关键时刻要让群众感
受到党的温暖。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检查指导。
受7月1日连续强降雨影响，永州市境

内江河水位普涨，目前，祁阳县湘江水位已
达88.57米，超过了88.51米的历史最高值。

祁阳县王府坪社区位于湘江岸边，社
区内3700多户居民不同程度受灾， 进水
深达4至6米， 是祁阳县受灾严重的地区

之一。 今晚10点， 李微微一行赶到此地
后，立刻详细询问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
工作情况。 当了解到目前已经转移13000
多名受灾群众后，她说，要科学调度，马上
转移未转移的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伤
亡；要做好受灾群众的思想工作，避免已
被救出的受灾群众折返， 确保其人身安
全。随后，李微微一行来到湘江堤岸，查看
了湘江水位等情况。 她叮嘱相关负责人，
要做好夜间巡逻工作，继续坚守，确保万无
一失。

荩荩（下转2版②）

李微微在永州祁阳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指出

关键时刻要让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上午， 全省产业园区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
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强调，要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 进一步提升园区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国制造贡献湖南力量。

副省长张剑飞、向力力，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出席。

由于全省汛情紧张， 一些市州负责同
志因防汛工作需要缺席会议。会议开始时，
许达哲特别强调， 当前一切服从防汛抗灾
的需要，参会同志如果有负责防汛工作的，
可以去执行相关的任务，不受会议影响。同
时，我们在抓好防汛抗灾的前提下，其他各
项工作也不能放松。

许达哲指出，当前，全省经济发展正处
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必须千方百计壮
大实体经济，做强先进制造业，努力提升创
新能力和开放水平。 园区是先进制造业的

集聚区，是推进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载体，也是我们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打好脱贫攻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
战役的主要抓手。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园区发展，着眼全局、立足本地、理清
思路、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从解决问题、
补齐短板着手，把产业链培育、企业发展
等落实到位， 进一步发挥园区对经济增
长的支撑作用。

许达哲强调， 要进一步提升园区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要促进制造与创造相结合。
进一步聚焦制造业， 高度重视工业化与信
息化深度融合， 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
制造强省建设等，将各类重点项目、专项行
动、试点示范政策优先布局在园区，真正集
中资源、集中资金、集中力量做强做优制造
产业和企业。要促进产业与科技相结合。

荩荩（下转2版①）

许达哲出席全省产业园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切实发挥园区支撑作用
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7月2日15时许，
常宁市泉峰汽车站附
近居民区，消防官兵将
被困的孩子抱上冲锋
舟。强降雨导致该市城
区出现内涝，泉峰汽车
站附近大片楼房被淹，
最深处积水达3米，不
少居民被困。 公安、交
警、城管、交通旅游执
法等多个部门联合展
开救援行动。

罗盟 摄

解救群众

湖南日报评论员

自6月22日至7月2日的11天时间里，湖南
全省降雨量高达287毫米，60个县市出现极端
降水。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总
的降雨量之多、强度之大，均为历年罕见。

强降雨袭来，江河湖泊水位猛涨 ：湘江 、
沅水、 资水干流全域及洞庭湖区部分地区发
生超警洪水；7月2日22时，湘江长沙站水位达
39.49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31米。

防汛抗灾成为当前全省压倒一切的重
大任务，全省各级各地必须坚决按照省委的
决策部署，以最高标准全力迎战超历史最高
水位的特大汛情。 而要打赢防汛抗洪战役 ，
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持定力 ，坚决担当 ，精准
发力。

重大自然灾害面前， 最忌讳的就是遇事
慌神、自乱阵脚。战略定力，底线思维，从最危
险处着想，去争取最好的结果，本身就是我们
干好一切工作重要的方法论， 同样是赢得防
汛抗灾这场大仗、硬仗的根本保证。

面对滔滔洪水，定力来自何处？来自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果断决策；来自各级领导
的靠前指挥、精准调度，很多奋战在抗洪一线
的领导和专家， 本身就是长期与洪水较量中
练就的“老把式”；来自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武
警消防官兵、公安干警不分昼夜的顽强拼搏，
他们是受灾群众的主心骨、 抗洪斗争的生力
军； 来自我们这些年与洪水抗争积累起来的
经验和办法， 来自为抵御自然灾害充足的物
质储备和先进的科技手段。

保持定力， 才能做到科学施策、 精准发
力。遭遇重大险情的泸溪县，一方面及时转移
几万群众，另一方面积极防御洪水，从而避免
了重大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同样，“头顶一
盆水”的益阳，一方面坚决执行省防指对柘溪
水库的科学调度， 另一方面在部队和武警官
兵支援下，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奋起抗洪除险，
让资江洪峰安然度过。

防汛抢险是一项高难度的系统工程 ，绝
非简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需要各职
能部门、各工作环节的环环相扣、有序推进；

需要天气预报、雨情监测、汛情预警等方面的
科学研判； 需要树立起全省一盘棋的全局意
识，精准调度、充分发挥全省境内各江河湖库
等水利设施拦峰、调峰、错峰的作用。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然灾害袭
来，损失难以避免。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放在首位，是防汛抢险最主要最根本的目标。
只要人还在，一时的物资损失就没那么可怕。
因此，必须尽全力做好群众工作，增强群众避
险意识，人员该撤离的一定要撤离，坚决避免
群死群伤。

值得欣慰的是，7月2日，全省多个市州出
现了难得的雨歇天气， 而来自长江防总的消
息显示，未来几天三峡水库将减少下泄流量。
各地要抢抓这宝贵的时间窗口巡查除险 ，做
好受灾群众安置， 确保生产生活秩序正常运
转、社会大局稳定。

雨未停，水未退，高位洪水还有可能维持
一段时间，全省防汛抗灾还远未到言胜之时。
但只要我们保持足够的定力，科学应对，众志
成城，就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柳德新 奉
永成 刘勇）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
长陈雷高度关注湖南当前汛情， 今天专门
对湖南防汛抗灾提出指导意见， 要求加强
堤防巡查处险，上足领导，上足劳力巡堤查
险。既要重视湘资沅澧四水干流防洪抢险，

也要重视中小河流防洪抢险。
陈雷强调， 要及时备足防汛抢险物资

器材。 湖南如有需要， 可以向国家防总申
请，国家防总将及时支持湖南防汛抗灾。要
加强信息报送， 及时将灾险情报送至国家
防总。

国家防总支持湖南防汛抗灾
陈雷要求加强堤防巡查处险

以强大定力和责任担当打赢防汛抗灾战役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赶赴岳阳、
常德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省军区政委冯毅，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
参加检查。

目前，湘阴面临湘江、资江来水压力，
防汛形势比较严峻。 许达哲紧急赶赴岳阳
湘阴，前往城西垸的浩河口堤段、北闸堤段
检查防汛情况。“未来一段时间水位还会上
涨吗？”“防汛人力物力够不够？”“有什么困
难需要省防指加大支持的？”许达哲一边走
上大堤巡查，一边详细询问巡查值守安排、
险情处置等情况， 他要求现场负责同志坚
守阵地，尽最大努力守住大堤。同时，许达哲
现场与正在省防指调度防汛的副省长
杨光荣通话，要求做好预判统筹，突出防
范重点， 一方面通过科学调度减轻湘阴等
防汛重点地区的压力， 一方面及时增加人
力物力配置，确保防汛重点地区保障到位。

在岭北镇沙田垸柳林江堤段， 预备役
民兵和当地干部群众通力合作沿江堤筑
起了子堤，并采取每公里堤段15人三班倒
巡查的方式加强值守， 确保及时发现并处
置险情。 许达哲向正在此地坐镇指挥的副
省长何报翔了解了沙田垸的各项情况，并
一同检查了处险现场。许达哲强调，做好最
坏打算、最充足准备，既要盯紧重点堤段，
又要加强全面巡查，决不能有一丝松懈，坚
决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晚上10时， 许达哲赶到常德市区，走

上沅江城区堤段查看汛情， 并前往常德水
文站检查。 了解到沅江常德站水位已经达
到41.18米，超出保证水位0.5米，水位上升
趋势已经趋缓，许达哲叮嘱当地负责同志，
密切关注气象水文变化， 加强对防汛工作
的督导巡查。

许达哲随后在常德市防指召开防汛工
作调度会， 传达贯彻中央领导重要批示指
示，听取常德相关工作汇报。他强调，面对
严峻汛情， 全省上下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领导批示指示精神， 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
准备，把坚决打赢防汛保安战作为增强“四
个意识”的具体行动。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
率下、 敢于担当， 到最危险的地方指挥作
战、处置险情。市、县、乡、村各级负责同志
要把责任落实到位， 尤其要发挥好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做到镇守一方就要
保一方平安。要认真查险，加强巡查、检
查力度，务必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及时
发现、定位安全隐患；要妥善防险，集中
力量处置已经发现的安全隐患， 尽快堵
住漏洞，把险情控制在萌芽状态；要迅速
避险，高度关注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一旦发生灾情要组织群众迅
速避险，并尽可能提前转移；要科学救险，
发生险情必须科学组织施救， 杜绝发生不
必要的伤亡。要确保安全，加强对工厂、矿
山、渡口等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牢牢守住
汛期安全生产底线。

许达哲赴岳阳常德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贯彻中央领导批示指示精神
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 � � �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奉永成
柳德新） 省水文局今天10时4分发布洪水
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湘江全线继续上
涨。预计未来3天内，湘江干流全线将出现
接近和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的洪水。

7月1日8时至2日8时，雨带开始南移，
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东南， 暴雨中心位于湘
江上游和下游地区， 点最大降雨为宁远县
荒塘乡荒塘站275.0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 湘江上游形成新的洪

峰。截至今天23时，湘江上游的老埠头站、
祁阳站、 归阳站及下游的长沙站均超过历
史最高水位。 其中， 老埠头站水位107.21
米， 超历史最高水位0.03米； 长沙站水位
39.51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33米。

据省水文局分析， 由于湘江上游形成
新的洪峰，下游暂时难以明显退水，湘江长
沙段高洪水位至少还要维持2至3天，长
沙、湘潭等地成防汛重中之重。

荩荩（下转4版）

湘江干流全线或超历史最高水位

防汛重点转至湘江流域及洞庭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