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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7月6日获悉， 省食药监局昨日派出督察组深入受灾相对严重
的长沙市望城区团山湖堤坝区督促指导灾期食品安全工作。

省食药监局负责人强调，全省各灾区食药监部门要重点加强对灾区
食品药品经营单位、医疗机构和救灾食品药品的监管力度，加强对灾民
集中救助安置点和临时供餐点的督察及指导， 重点排查饮用水源污染、
水浸食品药品等，有效防止食物中毒事件发生。严禁销售使用、赠送被洪
水浸泡过、被污染的食品、药品或食品原料、半成品，对趁洪涝灾害之机，
生产经营伪劣食品药品的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 ■记者 李传新

本报7月6日讯 受灾困难群
众的生活救助有多少？ 农村倒损
住房重建能得到哪些补贴？今天，
湖南省民政厅公布了湖南受灾困
难群众救助和倒房重建方案。重
点安排好受灾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 确保在12月底前基本完成灾
后重建任务。

抓好巨灾保险理赔

“全倒、 严重损房是有标准
的，民政、国土等部门可以一起来
评估，确保工作有机制。”省民政厅
党组书记、厅长唐白玉指出，灾后
重建是全省民政部门的重点，随
着灾情逐步稳定， 各地要进一步
核准灾情，要深入到村组农户，确
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全面公
示受灾情况，分门别类建立台账，
为实施精准救助打下基础。

除当前防汛任务仍严峻的长
沙、益阳、岳阳及湖区县可稍迟上
报外， 各市县要在10个工作日内
将紧急转移需救助人口、 过渡期
生活救助人口及因灾倒房户台账
上报到省厅。 各级民政部门尤其
是农房倒塌、 农业巨灾保险试点

县市区，要尽快对因灾死亡、农房
倒塌、农业巨灾理赔到位。

妥善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日，民政部、财政部向我省
下拨了3.1亿元应急救灾资金。民
政应急救灾资金必须专款专用。

灾情稳定后， 民政部门要尽
快引导受灾群众重建家园。 对因
灾紧急转移需政府救助的群众，
按照人均300元的标准帮助解决
生活困难； 对因灾房屋倒塌或严
重损坏无房可住、无生活来源、无
自救能力的受灾群众， 按照每人
每天20元左右的标准， 做好过渡
期生活救助。

因自然灾害造成农村住房倒
塌或主体结构损坏， 致使房屋无
法居住的困难农户， 原则上对于
困难重建户，按每户不低于2万元
标准救助；对于特困户、低保户、
贫困残疾人户和重点优抚对象家
庭等特困重建户， 可提高标准来
重点保障；对于一般损房困难户，
按不低于每户2000元标准救助。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於婉璐 通讯员 祝林书

本报7月6日讯 受强降雨影
响，长沙、益阳、怀化等地多处出
现险情和局部灾情， 全省部分国
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损
失严重。 为及时有效应对汛情灾
情， 全省林业系统干部职工全面
打响了抗洪抢险攻坚战。

从7月3日开始， 由省林业厅
多位负责人组成的六个督导组
赶赴灾区，对国有林场和森林公
园的防汛救灾工作进行现场督

导，确保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
程度。

省林业厅日前召开会议，要
求全省林业系统严格落实24小时
值班制度，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充
实救灾物资储备； 加强对国有林
场、森林公园等重点区域的巡护，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及时统计受
灾情况，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
生产、重建家园。

■记者 吴虹漫

本报7月6日讯 “还要再
去一次油麻田村， 送一批水和
消毒液去。”今天下午，陈建凯不
断与战友协调，下一步要怎么帮
助受灾的乡亲们进行重建。

陈建凯曾是名优秀的军
人，退伍后回到宁乡，和战友
们成立了“退役军人之家”，共
有300多名退役军人加入，大
家都热心于公益。

去年7月， 陈建凯参加了
宁乡鸡子湾大坝的抗洪“战
役”，目睹了险情的危险后，今
年汛期一到， 他就开始“备
战”，6月初，陈建凯组建“退役
军人应急救援志愿突击队”。

30多名汉子积极响应，大
家统一身着迷彩服，准备好皮
划艇等工具。“险情随时会出
现，我们也随时准备着。”战友
们向宁乡防汛指挥部报备，愿
意随时接受“任务”。

7月1日7点， 突击队员们
突然接到防指命令，需要驰援
坝塘镇。大家便第一时间赶到
坝塘镇油麻田村和清河村。
“河水猛涨， 我们来来回回在
河堤两旁疏散居民。” 陈建凯

告诉记者，恋家的村民坚持不
撤退， 这让队员们都急了。下
午三点时, 河堤出现管涌,有
村民被困，突击队员们冒着决
堤危险返回，这个下午，大家
操舟涉水营救出村民十五人,
疏散沿堤村民百余人。
“我们至少还有家，很多人

连家都没有了。”队员肖果文家
是做灯具生意的， 遭灾后损失
近30万元，而他把店里的清理
工作交给了家人， 自己和队员
们又开始帮助村民灾后重建。

首先是为一些村庄疏通
道路，让外界的援助能抵达村
民手中。队员周波在第一轮的
救灾中受伤，可他说自己“轻
伤不能下火线”， 依然坚持在
一线， 为灾区运送救灾物资，
连续四天每天奔波几百公里。

同时，队员还向外界发出
募集救灾款物的信息，“现在
很多爱心企业在伸出援手。”
募集的款物已有30多万元了，
陈建凯表示，战友们曾经穿过
军装， 就会一辈子守护“军
魂”， 也会守护身边需要帮助
的每一个人。■记者 李琪

我省受灾困难群众救助和倒房重建方案公布

困难重建户补助不低于2万元

严禁销售使用赠送水浸食品药品

省林业厅开展林业防汛救灾督察工作

“我们退伍了，也依旧是军人！”
他们营救被困村民近百人，募资帮村民重建家园

本报7月6日讯 据省防
指最新消息，湘江长沙段要退
到警戒水位以下， 还需4天时
间。水位虽然逐渐消退，但武
警湖南省总队2500余名官兵
和支援湖南抗洪抢险的武警
水电、 交通部队400名官兵防
汛备战不松懈。

7月5日晚8点，岳麓区坪塘
街道双湖村黄泥塘组湘江大堤
出现2处管涌，情况危急。武警
衡阳市支队支队长夏兴伟带领

80名官兵迅速赶到现场。在水
利专家指导下，官兵们在封堵
2处管涌的同时对邻近堤段进
行加固。 官兵们奋战至6日凌
晨2点半，成功排除险情。

水不退，人不撤！下一步，
武警总队一线抗洪官兵将重兵
防守湘江长沙段、 湘江岳阳段
和南洞庭湖所在的益阳方向的
千里堤垸，确保遇有灾情险情，
能第一时间到位， 第一时间处
理。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杨韬

本报7月6日讯 连续多日
的强降雨导致湖南大面积受
灾， 灾情引发社会各界的爱心
潮涌。今日，在长沙市岳麓区金
星新村社区的号召下， 辖区内
多家企业与社区一起奔赴受灾
严重的宁乡金洲镇箭楼村，为
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群众送
去了食品、药品等价值3万余元
的应急物资， 帮助受灾群众重
建家园。

“我是从事食品配送行业
的，了解受灾地区急缺食品、药
品后，很想帮助灾区人民，除了
公司单独划拨资金外，员工也捐
了部分款项。” 长沙轩扬蔬菜配
送有限公司负责人熊征其表示。

“社区组织的支援灾区爱
心活动， 短短几个小时就得到
了多家企业的支持。”金星新村
社区支部书记罗建军说。

■记者 潘显璇

水位渐退，但防汛备战不松懈

本报7月6日讯 今日下午，
望城金霞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向
望城区乌山街道救灾集中安置
点向红中学捐赠了大米1000
包、食用油1000瓶，总价值12.9
万元。同时，还向坚守在翻身垸
河堤一线救灾的工作人员送去
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速冻
水饺等物品。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廖为

13万元爱心物资
送达望城乌山

金星新村社区携
爱心企业支援灾区

爱心连线

抗洪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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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应急救援志愿突击队”队员在营救被困村民。 记者 李琪 摄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从长沙
市宁乡县发展和改革局获悉，该
局成立了灾后市场价格检查领导
小组，三个应急处置组，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灾后市场价格检查、巡
查以及价格监测等工作， 以确保
灾后市场价格稳定有序。

7月3日起，该局对全县宾馆
酒店进行了检查， 对2家宾馆的
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要求他们立
即整改、 马上改正。 其中天银宾
馆， 被微信举报房价由179元每

间涨至350元每间， 宁乡县发展
和改革局得知消息后马上到达该
宾馆下达了《价格提醒告诫书》，
并约谈了该店负责人。 该店当即
恢复179元每间优惠价， 并承诺
向受灾群众供应大厅休息， 饮用
水、免费房间洗漱。

据悉，防汛期间，除个别超市
的普通饮用水脱销外， 该县居民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价格基本
稳定。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谷家茹 李红

宁乡一宾馆“傍水”涨价
发改局约谈后恢复原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