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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上官智慧

7 月末，旅游城市张家界因“德尔塔”变

异毒株肆虐，按下了“暂停键”。

这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大战，也是一场

考验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及

广大党员守初心、担使命的“大考”。

在与病毒的较量中淬初心、磨意志，张

家界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迎难而上，

充分彰显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包社区，沉一线——
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7 月 29 日，张家界确诊 1 例新冠肺炎患

者。旅游旺季的张家界，如何“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

扬！”张家界市委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下沉一线，发布“市直单位和驻张单位包

保工作”的指令。

为切实抓好包保社区工作落到实处，

市直机关和驻张单位选派优秀党员，将党

支部迅速建到基层。在永定区 64 个城市社

区 258 个小区和天门山镇 8 个村（居），“红

色堡垒”迅速建立。

位于市城区城郊的吴家嘴社区，人员流

动量大，住宅分散，管控难度大，邻近的 2个

社区都有确诊病例，如何管控？市委宣传部

按照全员下沉、日清日结、从严从细的工作

原则，快速投入人口核查、巡查劝导、核酸检

测等；同时，火速集结当地志愿者，群策群

力，守好疫情防控“最后一公里”。

作为全市初期疫情的“集中地”，回龙

社区是永定区防控压力最大、任务最重的

社区之一。市委统战部党员与社区干部、

小区组长及辖区党员等群体，24 小时不间

断下沉到 13 个微网格内的商业小区、老旧

小区、私房区，摸底数、查实情、核结果。从

8 月 10 日起，该社区实现病例零增长……

天门山下，澧水河畔，“红色堡垒”无所

不在。党员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人民的“健康

堤坝”，为“宅家”的市民抗疫提供充足的

“粮仓弹药”。

一袋米，一壶油，一些蔬菜、口罩和酒

精。当燕窝塔社区梯湾廉租房低保户彭桃英

拿到这些物资时，竟哽咽了。这是市住建局

在包保社区开展疫情防控的一个感人场景。

一个寻常的深夜，市生态环境局捐赠

的物资提前到达包保社区南庄坪。在志愿

者未到之前，该局火速集结全部党员，连夜

卸货。自进驻包保社区后，市生态环境局已

捐赠大米 4000 公斤、面条 65 箱、84 消毒液

4500 公斤、医用口罩 3 万个……

这场没有硝烟的社区包保战，党员干

部不断适应“指导员”“战斗员”“信息员”

“劝导员”“物资供保员”“配送员”等多重角

色，有效融入社区开展防控。

在疫情防控主阵地永定区，全区各单

位将党支部建在隔离点上，并选派作战能

力强、身体素质好的党员在隔离点吃住，竭

尽所能为隔离人员做好上门核酸检测采

样、生活物资配送、心理安抚、点内消杀等

工作。

堡垒无言，却能凝聚强大力量。在这方

奇峰秀水间，一个个党支部冲锋在前，用担

当奉献筑起守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铜墙

铁壁。

践初心，担使命——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疫情发生后，张家界市委把疫情防控作

为淬炼党员的大熔炉、鉴别考察党员的试

金石。

全市各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一线。一

个个暖心故事，在这方山水间不断上演。

“5 点回家，7 点起床，8 点去物资转运

中心，9 点进行核酸检测，然后值守、卸货、

装车，再翻山越岭 5 小时送物资……”如此

紧促的工作节奏，实在令人喘不过气来，而

对党员向诚来说，这是他在桑植县人潮溪

镇每天工作的真实写照。

同样也在桑植，驻村工作队员上官俊也

是以奔跑的姿态，防控疫情。

桑植回龙村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这

里地广人多，人员极其复杂，每到全员核酸

检测时，就是上官俊最忙碌的时刻。

一开始，上官俊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把

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一个个接过来又送回

去；后来，他干脆带上医务人员上门给他们

做检测采样。20 多天来，轮胎爆过，脚也走

起了泡。“这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每当

疲惫时，即将退休的上官俊便用党员的初

心勉励自己。

这场抗疫“大考”，从城市到乡村，无数

党员用他们的坚守和付出，凝聚起抗击疫

情的磅礴之力。不仅自己冲在一线，还带领

家人共同战“疫”。

党员邓开明所居住的凤湾社区，居民近

4000 人，小巷幽长且四通八达，仅出口就有

十来个，防守相当困难。

每天，邓开明和家人都会“钉”在社区，

不是组织核酸检测采样、协助维护秩序、逐

户上门核查、值守卡点，就是在社区不断巡

逻，每人每天要走 3 万步以上。

党员张望和医务人员妻子，从疫情之

初就投身一线，他俩的抗疫故事也打动了

00 后的儿子。张望一家三口抗疫的故事，就

在其居住地桐木岗村精彩上演。

全市有 2.5 万多名党员挺身而出、冲锋

在前，让党旗在防控疫情一线高高飘扬。

如今，张家界疫情防控已取得决定性

胜利，复工复产也已启动。这也意味着，共

产党员即将奔赴下一个战场，把失去的时

间抢回来——夺取复工复产新战场的全面

胜利。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黄利飞

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大

暴雨天气，城市内涝汽车恐被淹水、汽

车行驶在途也有涉水风险。保险行业

专家们来支招，教大家如何最大限度

利用车险的保障功能降低损失。

提前配置，购买车损险

强降雨天气若要开车出行，首先

想想自己是否购买了车损险。

中国太保产险湖南分公司近日在

全省开展车险客户汛期精准防灾活

动，既进行车险知识宣导引导客户主

动防险，又以实际行动最大程度减少

客户财产损失。

据介绍，如果是在 2020 年 9 月 19

日后购买的车损险，就不用担心暴雨

天气下汽车被淹或汽车发动机涉水的

情况，符合赔付条件的，保险公司都会

赔。

原来，自去年 9 月 19 日起，全国实

施了机动车保险综合改革，在车损险

主险条款原有保险责任基础上，增加

了机动车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自

燃、发动机涉水、不计免赔、无法找到

第三方特约等保险责任。

现在综改期尚未满一年，市场上

存在新老保险条款并行的情况。

所以，若车险是在去年 9 月 19 日

之前购买的，强降雨天气下，除车损险

外，还尤其需要关注是否配置了涉水

险、不计免赔等险种。

涉 水 险 全 称 为 发 动 机 涉 水 损 失

险，仅针对车辆发动机。“暴雨天气行

驶过程中有水卷入发动机导致发动机

受损，如果车险综改前没有单独购买

涉水险，保险公司不赔。”

注意操作，顺利理赔

购买了车损险并非万事大吉。

中国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车险

业务工作人员提醒，车辆被淹或车辆

涉水熄火，千万不要试图“点火”启动

车辆，因为发动机如果只是静态被水

淹，通过清理检修就可以排除故障，但

二次启动以后，会造成发动机内部，比

如机械、连杆，还有发动机的进一步的

损失。

车辆涉水后再次点火启动，属于

人为造成发动机进一步损坏，容易引

起理赔纠纷，甚至被拒赔。“如果车辆

有自启功能，在涉水熄火的情况下，一

定要注意关闭自启功能。”

保险理赔人员肖军建议，如果汽

车被淹了，首先拍张汽车被淹时的照

片以留存，还可保存一张当日暴雨天

气报道作为证明；准备好相关有效证

件，及时联系投保的车险公司客服进

行备案，做定损再理赔。

一般情况下，常规理赔流程，在车

辆被淹后的 48 小时内，车主要告知保

险公司，并带上身份证、保险单正本、

拍照证据去保险公司办理。

保险行业专家为您支招——

暴雨天气，如何利用车险降低损失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领衔记者 张尚武

市场总是充满变数。几年前因口

感不好、遭到弃种的短粒早籼稻，又开

始吃香了。记者最近从早稻收购现场

了解到，短粒型早籼稻合格粮源紧缺。

在传统双季稻区，早籼稻主推长

粒型优质稻品种，短粒型早籼稻种植

已大大缩减。而粮库工作人员反映，短

粒型早籼稻耐储存，加工米粉有市场。

一些粮库甚至组织经纪人，跨区从农

民手中收购短粒型早籼稻。

根据市场信号，引导农民种粮，湖

南要在“产需对接”方面下功夫。

省内粮食专家建议，粮食收储和

加工企业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按

照不同的区域和用途，分别种植优质

食用稻、适合加工的短粒型早籼稻，做

精、做细、做强湘米产业。

“产需对接”引导种粮

8 月 24 日，记者在金山粮油公司

开慧粮库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农民

送来的合格粮进行细分：长粒型优质

稻与短粒型早籼稻分仓储存。

总经理李军介绍，长粒型优质稻

口感好，却不耐储存。粮库承担着托底

保供的重任，更看重短粒型早籼稻。

近几年，随着优质稻全面推广，长株

潭地区早稻也普遍种植长粒型优质稻，

短粒型早籼稻合格粮源紧缺。开慧粮库

动员粮食经纪人四处收购，依然有缺口。

从全省来看，湘阴、汨罗等地的农

民，依然种植短粒型早籼稻。当地种粮

大户们普遍反映，种植短粒型早籼稻，

同等条件下抗性好、产量略高，近两年

市场又开始畅销。

“短粒型早籼稻不仅耐储存，更适

合加工米粉。”李军称，如今长粒型优

质稻为主，短粒型早籼稻出现紧缺。在

广东市场，湖南早籼米的市场份额呈

现萎缩态势。

“风水轮流转，市场变化多。”省粮

食行业协会专家称，长粒型优质食用

稻与短粒型的加工早籼稻，其实各有

优势。政府引导农民紧跟市场搞生产，

“产需对接”还要落实落地。

今年开春，省粮食行业协会发布

早稻主推品种，重点推广圆粒型、短粒

型的早籼稻。从早稻收购来看，短粒型

早籼稻依然紧缺。

李军称，粮食收储和加工企业要

通过订单生产、预约收购等形式，保护

种粮农民的利益，把“产需对接”落实

到农户、到田块，引导农民种植适销对

路的短粒型早籼稻主推品种，提升市

场竞争力。

“优粮优储”守住底线

今年，全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各主产粮区纷纷采取有力措施，

大力扶持双季稻种植。

在政策的激励下，全省早稻种植

达到 1820 万亩以上。由于政策好、人

努力、天帮忙，早稻丰收已到手，优粮

优价有保障。

为做好早稻收购工作，省政府及早

部署，各粮食收储单位周密安排，不折不

扣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按照“先检后

收，优粮优价，应收尽收”的总要求，坚决

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相关数据显示，至 8 月 25 日，全省

共 收 购 早 稻 71 万 吨 。自 7 月 10 日 开

秤，早稻收购进展顺利，现已接近“尾

声”。各收购网点反映，今年早稻普遍

品质较好，谷粒饱满、水分杂质等指标

好于去年。

各地收购价格显示，今年早稻收

购价趋于高位、相对稳定。合格的早籼

稻从开秤时每 50 公斤 125 元，高峰时

上涨至 139 元。至目前，全省早稻收购

价稳定在每 50 公斤 136 元，比去年同

期高出 10 元左右。

今年的早稻收购，粮食部门守住

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同时落实

一系列措施，细化“先检后收”流程，坚

决防止不合格粮食流向口粮市场。

在开慧粮库，卖粮车进场，机械扦

样、过磅，工作人员现场确认登记卡信

息，其他流程全部是网上办理，售粮款

第二天打到农民的银行卡上。

除常规的质量指标外，开慧粮库

安装快检设备，对必检食品安全指标

镉含量进行检测。正在卖粮的农民告

诉记者，每一车粮都提前进行了质量

检测，镉含量 0.2mg/kg 以下的合格粮

送开慧粮库，不合格粮食送到路口粮

库，实现分仓储粮。

开慧粮库收购人员林平安介绍，

粮库有 4 台快检设备，10 分钟即可检

测一个样品。为方便农民卖粮，长沙县

设立 12 个免费检测点，检测结果录入

智能粮食管理系统，每车入库粮都有

记录，质量溯源可查询，防止不合格粮

食流向口粮市场。

视 野经济 早稻收购透露市场信号——

短粒型早籼稻又吃香了
党旗高扬在

疫情防控一线
——张家界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抗疫纪实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8月 26日

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石晓丽）今

天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发 布 消 息 称 ，1 至 7

月，全省 14 个市州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1.9%，其中，张家界市空气质量最好，

湘潭市空气质量列最后一名。

今年前 7 月，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7.1%，中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0.6%，重度污

染天数共 13 天，占比 0.4%，无严重污染

发生。其中，7 月份全省空气质量优良率

较高，全省 PM2.5 平均浓度、PM10 平均

浓度、NO2平均浓度均有所下降，城市环

境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 98.8%，除长

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外，其他 11 个城

市优良天数比例均为 100%。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评价，1 至 7 月，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怀化市空气质量居全省前

三，郴州市、永州市、衡阳市、娄底市分

居第 4 至 7 名，邵阳市、常德市并列第 8

名，益阳市、岳阳市、株洲市、长沙市、湘

潭市分居最后几名。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8月 26日讯

（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周杰 胡萱）随着全

球光伏产业进入发展黄金期，湖南省太阳

能电池出口迎来新机遇。长沙海关昨日发

布数据称，今年 1 至 7 月，湖南出口太阳能

电池 3.6 亿元，同比去年增长 74.4%。

据统计，韩国是湖南出口太阳能电池

的最大市场。前 7 月，湖南对韩国出口太阳

能电池 1.9 亿元，同比增长 327.2%，占全省

太阳能电池出口总额的 52%。除韩国外，湖

南对印度、巴基斯坦、德国、土耳其、斯洛文

尼亚 5 国出口额均超过 1000 万元。

长沙海关分析，光伏发电已成为全球

具有竞争力的电力产品，光伏产业迎来发

展“黄金五十年”，法国、德国、西班牙、土耳

其等国家对太阳能电池需求剧增。湖南光

伏企业深度参与国际新能源合作，加大科

技投入，提升产品性能，太阳能电池转换效

率高，受到国外客户的欢迎。

同时，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

湖南工程企业取得国外新能源领域工程建

设项目，带动湖南省太阳能电池等光伏产

品“走出去”。

湖南太阳能电池出口迎来机遇期
1至 7月全省出口同比增长超七成

前7月我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出炉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8月 26日

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石晓丽）今

天，省生态环境厅发布 7 月份全省地表

水国考、省考结果显示，我省地表水水

质总体优良。

按照国家“十四五”国控断面考核

要求，我省地表水国控断面共有 147 个，

Ⅰ至Ⅲ类水质断面占 94.5%，Ⅳ类水质

断面占 4.8%，Ⅴ类水质断面占 0.7%。省

考断面共 534 个，Ⅰ至Ⅲ类水质断面占

95.9%，劣Ⅴ类水质断面 1 个，占 0.2%。32

个在用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水质均达标，水源达标率 100%。

按 照 地 表 水 国 控 断 面 排 名 ，永 州

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市水

环境质量居全省前三，益阳市、岳阳市

和湘潭市水环境质量相对较差，居全省

最后三名。

7月我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优良

▲ ▲（上接1版）

为期 3 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收官后，

省公安厅党委交给徐敏一个全新的任务——从

扫黑除恶战场转向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战场。

不讲条件、不讲回报，背起行囊、告别妻儿，

徐敏远赴西南边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

决听党话、跟党走，才对得起组织对我的信任，才

对得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徐敏

豪情满怀。

燃尽生命写忠诚，抛洒热血铸警魂。对党绝

对忠诚、时刻听党指挥，是公安队伍的“命根子”。

全省公安民警辅警始终坚定自觉地忠诚核心、拥

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用奉献和牺牲擦亮

金色盾牌。据统计，2020 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

有 19 名民警辅警牺牲，565 名民警辅警因公负伤。

在湖南公安战线，对党忠诚落实在了政治建

警系列工程之中。

2021 年 3 月以来，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如火如

荼。4 月 19 日至 7 月 1 日，省公安厅派出 14 个督察

组，赴市州开展教育整顿专项政治督察，建立“督

察、反馈、整改”工作机制，督促各地压实责任、逐

项整改、对账销号。督察组共指导顽瘴痼疾整改

1060 处，查纠问题 2172 起。

一场场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党史

教育，彰显着公安群体对“对党忠诚”这面旗帜的

坚定守护。今年 3 月以来，湖南省市县三级共选树

基层公安先进集体 646 个、先进典型 4140 人。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三个“绝对”，

振聋发聩，响彻警营。

人民公安为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要求，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定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到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聆听训词，不忘使命。人民公安为人民，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公安机关的立警之本。

一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训词精神，坚决落实服务人民的要求，不

断拓展服务范围，优化服务措施，提高服务效率。

在云端，拥有 2400 万用户的湖南公安服务平

台，整合 10 个警种部门 400 余项直接面向群众和

企业的公安服务事项“打包上网”，群众满意率达

99.9%。

在园区，683 个园区警务室建起来了，3399 名

“项目警官”沉到企业。一年来，全省公安民警联

系走访企业 29351 次，办理实事 24116 件,侦办侵

犯知识产权等涉企类案件 714 起。

在 民 间 ，全 省 公 安 机 关 积 极 开 展“ 团 圆 行

动”，共找回失踪或被拐儿童 145 名。

在这轮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全省公安民

警辅警第一时间取消休假直奔前线，参与流调溯

源，守护重点区域，落实管控措施，构筑起抗击疫

情的“铜墙铁壁”。疫情期间，全省公安机关向相

关部门推送涉疫信息数据数百万条。

人民利益高于天，守好百姓血汗钱。一年来，

全省公安机关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对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侵犯财产权利犯罪重拳出击。

在“云剑 2021”“断卡”“断流”等专项行动中，全省

公安机关破获省内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

(含黑灰产)7832 起，抓获嫌疑人 13880 人，劝阻群

众 88.9 万人次，防止潜在损失 61.06 亿元，战果排

名全国第一方阵。

民有所盼，警有所为。当前，全省公安机关正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将党史学

习教育同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聚焦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收获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公正执法显文明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

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殷殷训词，犹在耳畔。

公正不公正，满意不满意，数据来“说话”：涉

疫执法“零事故”、执法顽瘴痼疾整改率 99.8%、行

政案件快办率 69.1%、刑事案件公诉率 71.32%。

“执法权力如果不能规范运行，出问题就会

成为必然。”省公安厅法制总队总队长陈睿介绍，

一年来，湖南公安扎实推进公安法规体系、执法

办案“三统一”制度体系和执法办案中心建设标

准体系三大体系建设，规范执法权力运行迈进了

一大步。

2020 年，省公安厅推动出台了《实施〈反恐怖

主义法〉办法》《警务辅助人员条例》《电动自行车

管理办法》，修订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

法》。

针对打击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长

江流域非法捕捞等专项工作，省公安厅出台办案

指引，为基层执法执勤、侦查办案提供精准指导。

如今，群众报案也迎来了新的变化。“群众来

报案，公安机关当场进行受案登记、当场接收证据

材料、当场出具回执，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受而不

立、立而不侦、侦而不决等执法乱象。”陈睿说。

为了加强执法监督，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

创新推行执法办案“全网考”评价制度，研发“全网

考”信息系统，抓实“一案一评”“一案一考”。

随着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深入实践，全省公安

队伍执法素质不断提升，老百姓满意度不断提

高。2020 年，群众对全省公安队伍建设评价达到

89.52 分，创历史新高。

纪律严明铸警魂

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

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

“纪律”二字重千钧。

一年来，全省公安机关大抓教育和管理，压

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加强正面引导和警示教

育，严格以制度管人管事，扎实开展派驻督察、战

时督察、重点督察。

“聪明”的系统，助严明纪律落实落地以一臂

之力。根植于“湖南省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全网考

系统”的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直报程序，就

是其中的典型。谁违规过问案情、打招呼说情，都

要在信息系统中记录，上级公安执法监督部门随

时可以查询。很多民警表示，以前总有亲友试图

通过民警“打招呼”干预案件办理，如今这一程序

对民警来说，既是“紧箍咒”，也是“护身符”。

一年来，全省公安机关不断加大正风肃纪力

度，持续发力纠治“四风”；重拳整治“枪车酒赌毒

密网”等突出问题，坚决清除黑恶势力“保护伞”

等“害群之马”。

今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隆重举行。这是一次永载史册的盛典，也是

一次对全省公安工作的检阅。6 月 16 日至 7 月 5

日，全省公安机关启动最高等级勤务，开展为期

20 天的“平安一号”行动。行动中，全省公安民警

辅警全员取消休假，强力推进“大排查、大管控、

大巡防、大督察”四大工作举措，从严从实从细防

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展现出敢打能胜、拼搏奉

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警旗飘扬映初心，誓言铮铮担使命。当前，全

省公安民警辅警正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铸入灵魂、熔进血脉、化为

行动，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南、法治湖

南而不懈奋斗。

乾州农贸市场恢复开市
8月 26日，吉首市乾州农贸市场，市民在购买现擂干辣椒粉。当天，该市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恢复乾州农贸市场开放。该市场是湘鄂渝黔四

省市边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多、服务配套最齐全的多功能全天候综合型批发

兼零售市场。 彭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