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降雨致11个市州受灾

我省形成防汛抗灾合力

马航新悲剧再引惊世谜团

中央部门决算迎“史上最大力度”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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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唐婷）今天上午，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前往部
分中央驻湘新闻单位， 亲切看望新闻工作者
并与各单位负责同志进行座谈。 徐守盛希望
中央驻湘各新闻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发挥“镜鉴”和“喉舌”作用，为湖
南改革发展稳定注入强大正能量。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参加
走访并主持座谈。

徐守盛一行分别来到人民日报社湖南分
社、 新华社湖南分社、 中央电视台湖南记者
站、 中国日报社湖南记者站等单位， 每到一
处，徐守盛详细了解各新闻单位自身发展、队
伍建设等情况，与一线采编人员亲切交流，关
切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当前，中央各新
闻单位都派出了精干力量奔赴我省抗洪一线
进行采访报道， 徐守盛向他们付出的辛勤劳
动表示感谢。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 徐守盛认真听取了
部分中央驻湘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对湖南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建议， 感谢中央驻湘各
新闻单位长期以来坚持权威发声， 为宣传推
介湖南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徐守盛说， 中央新闻单位作为党的“喉
舌”，是开展舆论引导的“中流砥柱”。 当前，湖
南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科学发展的关
键时期， 希望中央驻湘各新闻单位进一步发
挥“镜鉴”和“喉舌”作用，更加主动紧贴湖南
改革发展大局和全省中心工作， 把服务和促
进“四化两型”、“三量齐升”作为新闻宣传的
立足点、着力点和切入点，凝聚起共同推动湖
南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 有针对性地多宣传
湖南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新动态新进展， 多报道
湖南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新成效， 多阐释
湖南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机遇和潜藏的巨大潜
力，多推介湖南各方面的新典型新经验，进一
步提高湖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吸引更多投
资者聚焦湖南，吸引更多资源聚集湖南。

徐守盛希望中央驻湘各新闻单位， 进一
步发挥社会舆论稳定器的独特作用， 始终秉

持客观立场，直面现实问题，坚持正面鼓劲，
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 把社会进步的主
流展示好，积极引导广大群众多看主流，多看
本质，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激发拼搏进
取的精神力量；在“走、转、改”中，把更多的镜
头、笔触、话筒聚焦到基层工作、社会热点、民
生问题和干部作风上， 把老百姓的心声反映
出来，积极开展科学监督、准确监督、依法监
督和建设性监督，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他还要求我省
宣传部门与中央驻湘各新闻单位通力协作，
共同打击新闻敲诈和新闻“三假”行为，把湖
南的舆论引导、舆论监督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同顶一片天、同属一家人，共唱一台
戏、共圆一个梦。”徐守盛说，中央驻湘各新闻单
位长期立足湖南、服务湖南，为宣传、推动湖南
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湖南将竭诚为中央
驻湘各新闻单位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从政
策和制度层面给予更多帮助支持。 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把新闻宣传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真
正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尊重媒体。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贺佳）7月17
日，利用检查指导防汛抗灾的间隙，省委副
书记、 省长杜家毫在益阳市调研特色产业
发展情况。 他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充分
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做特色文章，走品牌之
路，努力放大产业富民效益，加快建成全面
小康。

走进安化县建玲茶厂生产车间， 杜家
毫详细了解黑茶生产加工工艺流程， 询问
当前黑茶市场行情和产业整体发展状况。
他说，安化黑茶具有悠久历史，其独特的保
健功效和制作技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广大
市民的关注，要大力弘扬黑茶文化，充分挖
掘品牌潜力，继续在品质、工艺、标准上下
功夫，大力培育黑茶市场，不断做强益阳黑
茶品牌；要以文化为依托，提升产品档次，
打造茶叶精品，实现黑茶产业与文化、旅游
等产业融合发展。

在桃花江实业有限公司， 由竹子加工
制作而成的家具和地板品质精良， 销路看
好。杜家毫勉励企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努
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进一步

把竹木产业做大做强。 雨后的桃江黄金塘
南竹丰产培育示范基地满目青翠, 竹涛起
伏。 杜家毫说，要大力发展南竹精深加工，
促进当地资源广泛利用和经济循环发展，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省委、省政府也将进一
步加大扶持力度，推动南竹产业发展。

杜家毫还听取了桃花江核电站建设相
关情况的汇报。

调研中，杜家毫强调，益阳要充分发挥
优势，明确发展思路，找准发展路子，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加大黑茶、竹木、蔬菜、生猪、水
产、棉花等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做大做强
一批优势品牌，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效益。 要
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大力承
接制鞋、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
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帮助山区、库区群众加
快脱贫致富。 要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加
快道路、景区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整
合旅游资源，积极开发旅游产品。 要更加注
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更加注重以人为
本，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调研。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杨柳青）今天，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继续在常德检查指导防
汛救灾工作， 并看望慰问坚守在一线的部
队官兵和干部群众。 副省长张硕辅参加检
查指导。

一大早， 孙金龙就从桃源县赶赴常德
市区，沿路了解全市的防汛救灾情况。当地
负责人介绍，沅水发生洪水灾害以来，常德
市共发生险情200多处， 其中较大的有19
处， 较为严重的是鼎城区善卷垸西站村距
堤脚50米处的翻砂鼓水险情，管涌直径达
到4米，正在抓紧抢险。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孙金龙立刻赶到抢险现场。

抢险现场一派忙碌， 部队官兵和当地
干部群众一道，正在铲砂石、搬沙袋，积极
抢险。孙金龙仔细察看了管涌情况，发现渗
水量仍没得到有效控制， 他马上与现场抢
险负责人员共商进一步处置方案。他要求，
一定要抢抓时间， 科学调度人员和抢险设
备，提高抢险物料投放效率，确保险情尽快
得到控制和排除。

在德山三合垸邱家昏电排翻砂鼓水险

情现场，抢险应急队正在有序搬运砂石，处
置险情。“险情是否得到了有效控制？”、“救
援物料都备足了吗？”……孙金龙问得十分
仔细。 他强调，一定要全力抢险排险,做到
查险有力、排险到位。

孙金龙要求， 常德市要把抗洪抢险作
为当前一件大事来抓， 严格落实防汛责任
制，在沅水退出警戒水位之前，做到队伍不
散、人员不减、力度不松。 要进一步加大巡
堤查险力度，加强对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
的值班防守，确保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到位。
要抓好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落实应急物资
储备， 及时发布灾害预测预警信息， 确保
在抢险救灾中赢得主动。 要根据水情和堤
防情况， 提前做好群众安全转移预案， 确
保群众在灾情发生前得到妥善安置。

张硕辅说， 常德市防汛形势依然严
峻， 要克服松懈情绪， 始终严阵以待， 把
查险排险工作抓得更紧一些； 在落实抗洪
抢险各项措施的同时， 妥善做好受灾地区
的救灾补损和灾民安置工作， 确保全市安
全度汛。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谢胜虎）昨天午夜和今天凌晨，沅水洪
峰先后顺利通过桃源站和常德站，与17日
的资水洪峰一道，汇入洞庭湖。 至此，我省
防汛主战场移至洞庭湖区。

17日23时23分， 沅水桃源站迎来洪
峰，水位47.37米，超警戒水位4.87米，超保
证水位1.97米， 超过历史实测最高水位
（1996年7月17日46.90米）0.47米， 相应流
量24500立方米/秒，为桃源站1948年建站
以来最高洪水位；今天3时17分，沅水常德
站迎来洪峰，水位42.2米，超警戒水位3.2
米，超保证水位1.52米，为1932年建站以来

第二高洪水位。
17日0时，资水桃江站出现洪峰，水位

42.93米， 超警戒水位3.73米， 超保证水位
0.63米，相应流量8800立方米/秒；17日3时，
资水益阳站出现洪峰，水位37.47米，超警戒
水位0.97米。

沅水、资水的洪水齐齐涌入，洞庭湖水
位持续上涨。17日5时，南洞庭湖的沙头（二）
站出现洪峰，水位35.91米，超警戒水位1.91
米；今天5时、8时，西洞庭湖的牛鼻滩站、周
文庙站先后迎来洪峰，水位分别为39.89米、
37.81米，分别超警戒水位2.89米、1.81米，超
保证水位1.34米、0.17米。 (下转5版②)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徐
林）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通报会，省统
计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张正在会上通报了
上半年我省经济发展情况。

上半年，全省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进中见
优的良好态势。 初步核算，上半年，全省地区
生产总值11975.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9.3%。 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1108.1亿

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5777.4亿元，
增长10.2%； 第三产业增加值5089.6亿元，增
长9.2%。

农业保持稳定增长。全省夏粮总产量63.1
万吨， 增长5%。 生猪、 牛、 羊出栏分别增长
3.4%、1.6%和1.3%，水产品产量增长4.8%。

工业运行稳中有进。 上半年， 全省规模
工业增加值增长11%， 同比加快0.7个百分

点。 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6%和14.9%； 铁路、 船
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17.3%。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医药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30.3%、 19.2%和16.2%。 省级及以上园
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3.1%。

(下转5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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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特色文章 走品牌之路
努力放大产业富民效益

孙金龙在常德检查指导防汛救灾时要求

全力抢险排险 确保万无一失

沅水资水洪峰汇入洞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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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上午，长沙市边山森林公园附近，国网湖南带电作业中心几名抢修人员爬上50余米高的220千伏输电塔，带电更
换出现故障的绝缘子。 入夏以来，省电力公司在电网维护检修方面更多地采取带电作业方式，让电网持续稳定供电。

本报记者 田超 李伟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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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
尹志伟） 据省财政厅网站今天公布， 2014年湖南省省级“三
公” 经费预算为8.57亿元， 比2013年减少1600万元。

根据中央和省政府部署安排， 经省财政厅汇总， 湖南
省本级部门， 包括省级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 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当年公共财政拨款(包
括公共财政经费拨款和纳入公共财政管理的非税收入)安排
的2014年“三公” 经费预算为8.57亿元。 其中， 公务接待
费3.53亿元， 因公出国(境)费0.4亿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4.64亿元。

今年省级“三公”经费预算8.57亿元
比2013年减少1600万元

本报7月18日讯（记者 张尚武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
尹志伟）今天9时，各省直单位分别在各自门户网站集中公
开部门预算和“三公” 经费， 省财政厅门户网站（http:
//www.hnczt.gov.cn）公布了2014年年初预算安排的116项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清单。 据悉，这是我省首次实现部门预算
和“三公”经费全公开。

今天一早，记者登录省水利厅门户网站，点击“政务公
开”栏目后，再点开“财政公开”网页，看到省水利厅2014年
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公开情况，并有3个附件，分别为《湖
南省水利厅2014年收支预算总表》、《湖南省水利厅2014年
公共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和《湖南省水利厅2014年“三公”
经费预算公开表》。 (下转5版③)

省直单位争相“晒”预算
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首次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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