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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秀芬

由省防指统一部署，气象、水文、电力等
部门和单位密切配合， 省水利厅强化水库汛
期蓄水管理，科学、精细调度各类水库拦洪错
峰削峰，助力防洪减灾。

截至7月14日，今年以来，我省五强溪、
柘溪等11座主要大型水库，累计发生53场次
洪水过程。 省水利厅通过调度累计增加可调
蓄库容74.4亿立方米，拦蓄洪水总量187.9亿
立方米， 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
要的减灾效益、社会效益。

洪水来临，运筹帷幄

7月6日至10日，暴雨洪水来袭。省水利
厅调度湘江流域各大型水库， 按防洪高水位
精准蓄洪，最大限度运用调洪库容，累计为湘
江干流拦蓄洪水3亿立方米。之后，又利用7
月10日至11日的暴雨间歇，精准计算，在不
影响湘江干流退水速度的前提下，调度双牌、
欧阳海、酒埠江、水府庙等水库适当腾库，恢
复调蓄功能， 有效应对7月12日以后新一轮
暴雨洪水。其中，通过洪前预泄和实时调控，
衡阳市水利局5次调度洋泉水库，为下游削减
洪峰流量320立方米每秒，削峰80%，为下游
常宁市城区段安全行洪提供最大保障。 据测
算，若无洋泉水库超常规的拦洪错峰，常宁市
城区将严重受淹。

7月6日以来，为应对沅水上游贵州和怀
化境内的暴雨洪水， 省水利厅协同怀化市水

利局、五凌电力公司，联合调度托口水库、洪
江电站， 同时协调上游贵州境内的白市电站
共同拦洪，精准控制沅水干流、支流巫水等洪
水汇合后按6000立方米每秒的安全流量通
过洪江区重点易进水河段， 避免了洪江区城
区进水受淹。6000立方米每秒形成的最高水
位，比洪江区城防最低点只低一两厘米。这次
调洪，托口水库水位变幅近9米。

7月上旬，资水流域发生强降雨。为应对
此次洪水过程，省水利厅抓住降雨间歇期，调
度柘溪水库提前预泄腾库， 有效降低库水位
5.5米左右（低于汛限水位约7.6米）。调蓄洪水
过程中， 柘溪水库最大入库流量为10600立
方米每秒， 出库流量为5100立方米每秒，削
峰率50%。这些措施使下游的桃江（二）站洪
峰水位降低5米左右，不仅避免了下游河段水
位超保证，还避免了下游河段水位超警戒，显
著减轻了资水尾闾防洪压力。 此举受到水利
部通报表扬。

7月12日至13日，省水利厅向水利部、长江
委报告请求，成功争取三峡水库出库流量由日
均24000立方米每秒减至17000立方米每秒，
减少了长江“三口”入洞庭湖的水量，降低了长
江干流城陵矶河段水位， 加速洞庭湖出流。按
长江委水文部门测算，三峡水库此次调洪为洞
庭湖城陵矶站降低最高水位0.4米。同时，我省
调度五强溪水库、 柘溪水库配合三峡联调，分
别减少沅水、资水日均入洞庭湖流量6000立方
米每秒、3200立方米每秒。 按照省水文部门测
算，此举进一步降低洞庭湖城陵矶水位0.25米，
为湘江洪水加速进入洞庭湖、湘江干流沿线加
速退出警戒水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优化方案，未雨绸缪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省水
利厅对水库调度常抓不懈， 调度方案优化、流
域防洪形势研究、部门联调机制探索等基础工
作取得诸多成效。今年，省水利厅组织力量调
研主要大型水库下游过流能力，针对流域防洪
态势变化，对大型水库汛期控制运用方案逐一
修订完善，做到“一库一案”；抓住深化机构改
革的契机，加强与气象、水文、电力部门和水库
工程管理单位的联络和协同，完善水库调度联
动机制；未雨绸缪，依据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
湖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的预测判断，邀请相关部
门单位派人参加水库调度培训班，选取历史典
型洪水案例，对柘溪、五强溪、江垭、水府庙等
大型水库防洪调度进行模拟推演，提前为应对
较大洪水做好相关准备。

为确保水库防洪调蓄能力，省水利厅强化
水库汛期蓄水管理。一是严格依照《防洪法》和
省防指批复的汛限水位，监督管理各大型水库
蓄水运行情况，确保防洪库容不被占用。二是
联系协调电力部门，通过电水联调，优先安排
预报强降雨区通过发电降低水库蓄水位，增加
调蓄库容。三是依托气象、水文部门的精准预
报，采取预泄方式，通过提前开闸泄洪，在汛限
水位以下科学适度降低库水位，提升水库调洪
能力。 四是针对我省汛期暴雨时段集中的特
点，抓紧洪水间歇期统筹蓄泄，及时腾库做好
水库调洪库容的重复充分利用。7月6日至14
日，我省各大型水库在汛限水位以下累计增加
调洪库容14亿立方米，重复利用调洪库容8.9亿
立方米。

湖南日报记者 李茁 徐德荣
见习记者 唐曦 王梅 聂沛

7月15日凌晨4时许，新一轮洪峰抵达湘
江常宁段。常宁市干群奋力防汛抗灾，筑起15
公里防洪墙，确保洪峰安然过境。

7月6日以来，衡阳市普降大到暴雨，全市
河流水位全线暴涨，衡东县、衡阳县、衡山县、
衡南县等多地出现险情。面对汛情灾情，衡阳
市委、 市政府全面压实防汛抗灾各项工作责
任， 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安定
的底线，坚决打赢应对强降雨攻坚战。

“全民防汛”，高效动员

面对汛情灾情， 衡阳市各级各部门科学
防控，紧急行动，全力组织防汛抗灾。

衡阳市委书记郑建新与市委副书记、市
长邓群策先后多次深入一线， 对防汛抗灾工
作进行部署， 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决克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大限度保护老百姓生
命财产安全。 全市联点的市领导分赴各县
（市、区）以及中型水库现场办公。同时，市防
指派出督查组，深入石鼓、常宁、衡东等地指
导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众志成城，保家有我。衡阳市逐级压实防
汛抗灾各项工作责任，各部门、各县区积极行
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表率作用，以上率下带
动“全员防汛”。

水利部门扎根一线为防汛保堤、 涉水
险情提供科学处置方案； 电力部门65支共
产党员突击队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区，隔
离安全隐患电源，展开电力抢修和特巡；公
路部门加大对路面、桥梁的巡查频率，对易

发生水毁路段、弯道、陡坡及易出现塌方路
段进行严密监控；公安民警、辅警也全面投
入防汛救灾行动，转移群众、灾情警戒、交
通保畅……

一场场防汛抗灾战役在衡州大地相继
“打响”。

团结一心，抗灾自救

7月12日晚上7时，在衡东县新塘镇石杨
村8组曹小珍的家中，她将刚刚做好的七八道
衡东土菜端上桌，在家中堂屋中央摆了两桌。

这样的饭菜在平时很平常， 但在还处于
被洪水浸泡中的石杨村，实在难得。

曹小珍的家处于地势高处， 在此次洪灾
中幸免于难。洪水来临之前，她跑到组上的邻
居家挨家挨户帮忙搬运东西。 在邻居们的家
被洪水吞噬后， 她又将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
临时安置点，买来大米、鲜肉、草鱼，给邻居们
张罗一日三餐， 晚上邻居们也住在她家楼上
楼下。

曹小珍是“衡阳群众”志愿者中的一员。
连日来，在广大党员带动下,“衡阳群众”积极
参与救灾, 成为了抢险救灾工作中的一道亮
丽风景。

在石鼓区雁栖湖小区，“衡阳群众” 帮忙
将800余名被困居民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
在雁峰区黄茶岭街道锦绣花园小区，“衡阳群
众”连夜紧急组织居民从安全通道撤离；在蒸
湘区立新大道至西合路段，“衡阳群众” 爬上
房顶救下被困老人； 在衡东县杨林镇洣南社
区，“衡阳群众” 为滑坡致使房屋受损的群众
送去救援物资； 在衡阳县岘山镇永绿村张湾
村民小组130余名村民紧急转移，附近“衡阳

群众”自发义务提供饭菜和安置场所，与大家共
度难关……

洪水冲垮的是河堤， 群众团结一心抗灾自
救的精神永远压不垮。据不完全统计，自7月7日
以来，衡阳市共有30余万名“衡阳群众”志愿者
参与到防汛抢险行动中， 留下一个个生动而精
彩的瞬间。

闻“汛”而动，尽显本色

常宁市三角塘镇新铺村3名村干部打地
铺同睡、 衡山县萱洲镇永清村村主任汤永依
防洪堤上打吊针、 蒸湘区呆鹰岭镇中平村第
二党支部党小组组长刘能武， 为堵管涌跳入
洪水中……

闻“汛”而动，向水而行，是衡阳广大党员干
部和武警民兵的行动坐标。

“不要害怕，我们一定会救你们出来！”7月
8日，耒阳市龙塘镇远宏村遭受大暴雨侵袭，一
辆面包车载着一家7口强行涉水，被冲至离马路
40米开外的深水区内动弹不得， 情况十分危
急。危急时刻，远宏村“80后”村支书伍明和救
援人员带着轮胎内胎、绳索等救生用具，冒险下
到齐胸深的洪水中，4次往返救援。最终，车内7
人均顺利脱险。

“灾情不减，我们不退！”7月12日，洣水衡
东县李家垅村段堤坝溃口30余米，武警某部近
100名官兵连夜冒雨出动合围溃口。 经过12小
时连夜奋战，顺利完成30余米决口合围、近200
米堤坝加固，险情得到有效控制。

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党员干部、武警民
兵用身躯筑起最牢固的安全防线， 以实际行动
践行初心使命， 谱写着防汛救灾战役中一首首
动人之歌。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谢永彬 林翰）7月14日， 由中铁五
局负责施工的常益长铁路控制工程———资
水特大桥在桃江县境内开工， 这标志着备
受瞩目的常益长铁路建设拉开序幕。

常益长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网中厦门至重庆、呼和浩特至南宁两
条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我省高
铁环线的关键。线路西起常德市，经益阳
市，引入长沙西站，总长度156.82公里，设
常德、汉寿南、益阳南、宁乡西、长沙西共5

个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项目建
成后，将实现我省14个市州全部通高铁的
目标，并将与渝黔、黔张常、长赣等铁路共
同构建川渝与湘赣闽地区最便捷的客运
大通道，贯通海峡西岸、长株潭、成渝等城
市群。

今天率先开工的资水特大桥全长
9267.57米，全桥共276跨。主桥采用连续梁
拱，上跨资水，施工区域为Ⅲ级航道，水深
达11米，具有施工难度大、风险高等特点，
是本项目控制性工程和重难点工程。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通讯员 姜杨敏
陈雅丽 记者 周月桂） 中车株洲所今天发
布信息称，卡塔尔当地时间7月10日，全球
首创的新型城市智能轨道快运系统（以下
简称“智轨”）首次“出海”，在2022年世界杯
举办地卡塔尔首都多哈接受极热环境测
试，这是继今年2月智轨在哈尔滨进行极寒
试验后再次挑战极端环境。

卡塔尔属热带沙漠气候，7至9月气温
最高，平均气温45摄氏度，最高可达60摄
氏度，极其炎热潮湿。为满足世界杯期间交
通出行需求，支持“卡塔尔2030年国家愿
景”的城市快速交通战略需求，卡塔尔交通
运输部在全球范围内经过反复筛选， 最后
敲定与中国中车、北方国际合作，引进智轨
这一先进轨道交通产品。

此次智轨测试现场为卡塔尔既有交通
线路，线路里程长达70公里，超过目前国内
测试距离。 主要测试该车在高温高湿环境
下对其动力、灵活性、空调性能、电池性能

和能耗试验等项点。测试时间超过两周，试
验全程由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及检测。试
车结束后将由卡塔尔交通部组织专家组进
行综合评估。

中车株洲所城市发展事业部总经理彭
忠红介绍，高温天气对于智轨的电池散热、
车载电子设备、 轮胎以及空调系统等设备
性能都是极大考验。 经过缜密细致的技术
分析， 研发团队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解
决方案， 包括增强机械转向装置及空气压
缩机散热效果、 升级储能系统的热管理系
统、更换高低压线束及耐高温轮胎等。

智轨是一种全新的城市轨道交通工
具， 将有轨电车和公交车优势进行跨界融
合，具有低成本、零排放、无污染、智能高效
的特性。据了解，目前智轨卡塔尔试车进展
顺利，各项试验指标均符合预期标准。一旦
试验成功， 将有力支持卡塔尔城市快速交
通战略需要，还将为2022年在卡塔尔举行
的FIFA世界杯提供高质量的交通服务。

� � � �今年以来，我省通过水库调度，累计增加可调蓄库容74.4亿立方米，拦蓄洪水
总量187.9亿立方米———

水库科学调度，助力防洪减灾

有一种力量，叫“众志成城”
———衡阳市防汛抗灾纪实

资水特大桥率先开工

常益长铁路动工兴建

挑战中东高温天气

中车智轨首次“出海”试跑

� � � � 7月11日，智轨卡塔尔试车试验现场。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7月15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林城）今天9时起，省气象局解除气象灾害
（暴雨）Ⅲ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10
天全省降雨明显减弱，高温回归，17日，全省
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入伏已经4天，强盛的雨水把气温打压得
抬不起头。 实况监测显示，14日8时至15日8
时，永州、衡阳等湘中以南地区出现了小到中
雨，其中衡阳等湘东南局部大到暴雨；最高气
温衡阳等湘南地区25至27摄氏度， 其他地区
30至32摄氏度。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10天全省降雨明显
减弱。其中16日白天，全省阴天间多云，大部
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 张家界、 常德及怀化北部部分地区中
雨，局部大雨；16日晚到17日白天，张家界等
湘西北、湘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
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17日
晚到18日白天，张家界等湘西北、湘北阴天有
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气温方
面，今天开始气温逐步回升，17日开始全省将
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湖南降雨频繁，强降
雨过后气温逐步回升， 各地要及时开展卫生
清洁和消毒防疫等灾后工作， 有效预防和控
制疫情；同时要抓住有利时机，做好作物复栽
和农田水利设施修复等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降雨减弱气温回升
注意做好灾后卫生防疫

荨荨（上接1版）
湘潭市雨湖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林杨说，

建设一支专业、稳定、高素质的村（社区）干
部队伍，是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党的执
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若干意见》提出充实村
（社区） 干部队伍， 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体
系，设立岗位等级序列等具体措施，将补齐
村（社区）“责任重、压力大、待遇低、难留人”
的问题短板，这既是对基层干部待遇上的关
怀，也是工作上的支持，更是政治上的激励。

“加强基层建设， 需要完善一系列制
度、措施。”江永县潇浦镇党委书记高厚德
认为，《若干意见》十八条，条条贴近基层实
际，条条鼓舞人心。《若干意见》明确“建立
基层工作职责事项准入制度”“全面清理规
范‘一票否决事项’和‘责任状’”等举措，有
力减轻基层干部压力。《若干意见》 提出为
更多基层优秀人才提供任职挂职、 双向交
流等机会，有利于培养基层人才，激励基层
干部干事创业， 坚定基层干部奉献基层的
信念。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党委书记杨国军
认为，《若干意见》理顺了乡镇(街道)职责
权限，规范乡镇机构设置，为乡村干部扎根
基层、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

石门县落金河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第
一书记张忠富在2年多的时间，带领村民，
修通了“天路”，结束了村里不通公路的历
史， 实现了整村脱贫。 在他看来，《若干意
见》给基层干部松了绑、减了负、鼓了劲、加
了油， 有利于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腾
出时间，带领村民发展产业。

双峰县井字镇党委书记赵向阳说：
“《若干意见》接地气、中要害、得人心，特别
是针对过去基层干部责大权小、‘小马拉大
车’的问题建立好责任、权力和服务清单，
责、权、利更对等，让基层干部感到更有盼
头、更有出路，有想头、更能作为。”

干事创业更有干劲
“这是省委在为敢于担当的干部‘兜

底’，为敢于改革创新的干部‘撑腰’，让我
们干事更有底气、更有干劲。”谈起省委办
公厅印发的《办法》，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
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雄伟说， 作为新时代
的基层干部就是要敢于担当， 敢于直面矛
盾，要善于以问题为导向，推动问题的解决

与一个地方的发展。
“实行容错纠错机制，是新时代党的干

部政策的重大创新。”洪江区委组织部副部
长、两新工委书记石向求说,“深化改革需要
不断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敢闯’

‘敢干’的勇气，允许‘试错’，是为干事创业
者鼓劲、加油。”为此，他认为，要辩证地看
待“探索创新”4个字，要坚持看主流、看大
局、看长远，对发展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轻
易下结论、贴标签，对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不
求全责备，不简单“扣帽子”，为改革创新留
出足够空间。尤其鼓励支持多做没有先例、
但顺应大势支撑未来的事情， 多做开局艰
难甚至影响眼前指标、 但能留下长远优势
和持久利益的事情。

“对干部既要从严要求，也要厚爱有
加，《办法》就是这一精神的充分体现。”永
兴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袁
章中说，十八大以来，随着从严治党实践
的不断深化拓展， 各级干部法纪意识、底
线意识得到提升。但是一些干部为了不出
事宁愿少干事，甘做“太平官”的思想有所
抬头。此次,省委办公厅印发《办法》正当其
时，树立了勇于为干事创业者撑腰壮胆的
鲜明导向。作为纪委监委机关，一定要旗
帜鲜明地为改革者撑腰、 为干事者鼓劲、
为担当者担当，要积极激励党员干部“为
官敢为”“为官有为”。

“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
名。” 常德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
主任黄韬对《办法》的这一内容深有感触。
他说，当前，针对基层干部和纪检监察干
部的不实举报不在少数， 这个值得重视，
改革和干事创业难免得罪人，作为纪检监
察机关应当旗帜鲜明地为被举报不实的
党员干部澄清事实，消除影响，保护干部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党委书记孙
家辉第一时间读了《办法》全文，备受鼓
舞。他说，容错纠错机制是干部的“减压
阀”，为干事创业者减压，消除他们想干事
却担心犯错误被问责的顾虑，让有志者甩
开膀子加油干。容错纠错机制，就是要鼓
励各级干部放手试、大胆干，同时要准确
纠出错误，及时改正错误，让能者上、平者
让、庸者下，共同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贡献力量。

激励党员干部敢担当有作为

7月15日，湘江长沙风帆广场段，洪水再次将亲水平台淹没。14日凌晨，湘江长沙站短暂退
出警戒水位，之后开始复涨，15日17时，水位达到36.78米，比14日8时上涨0.78米。

田超 郑云文 摄影报道

湘江长沙站水位止跌回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