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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由中宣部、中国记协组织的第四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动在长沙举行。10位记者结合各自
新闻工作经历，讲述了新闻背后精彩感人的故事。省直主要新闻单位、长沙市新闻单位的编辑记者代表，社区、企
业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 傅聪 唐俊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18日讯 今天
在长沙召开的2017年全省河
长制考核验收工作会透露，
我省今年在湘江流域已完成
退耕还林还湿4631亩， 为计
划任务的107%。还林还湿建
设的生态隔离带充分发挥效
益， 每年可净化污水8644万
立方米， 接近一座大型水库
的库容。

根据2017年度省河长制
工作安排， 由省林业厅牵头
负责湘江流域8市退耕还林
还湿试点建设，并编制资水、
沅水、 澧水流域退耕还林还
湿实施方案。

省林业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项
目点选址基本位于湘江干流
或其一级支流，原来基本上是
低洼农田，现在改造成污染源
与河流之间的生态隔离带，主
要用于净化农业面源污染和
农村生活污水。据悉，每个市
的项目建设面积都在300亩
以上，今年全省共完成还湿面
积3571亩、还林面积1060亩。

会上，省河长办负责人通
报，中央评估组将在2018年1
月20日之前对我省河长制工
作开展中期评估验收，我省对
各市州河长制工作也要进行
年度考核， 两项工作同步推
进。 ■记者 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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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8日讯 日前，省
政府办公厅出台18条举措，对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区进
行配套激励。

《通知》明确，对积极落实制
造强省建设和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有关政策措施，本级财政投
入增量前3名的市州，通过省本
级制造强省专项资金给予200
万元奖励，由市州统筹用于公共
服务平台建设。对新增规模工业
企业工作力度大，净增规模工业
企业数量排名全省前8位或各
市州排名第1位的县市区，通过
省本级制造强省专项资金给予
100万元专项工作奖励。

对落实开放崛起“五大行动
方案”和“五大项目”建设、推动
消费升级、做强对外贸易、扩大
招商引资、对接“一带一路”、优
化开放环境成效明显的市州、县
市区，在中央及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安排方面予以倾斜，优先推荐
参与外贸新业态相关试点工作，
优先支持其所辖园区评定为“省
级服务外包示范基地”。

对在省政府重大招商引资
活动中省级签约项目的履约、

开工、 资金到位情况年度综合
考核排名前3位的市州，通过开
放型经济发展等专项资金分别
给予300万元、200万元、100万
元的奖励。

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在
组织体系建立、管理模式创新、
水质明显改善、 年度任务完成
等方面成效突出的市州， 根据
考核情况， 通过相关水利专项
给予一定奖励， 并在下年度各
部门安排治水项目建设相关专
项资金时， 按提高10%的额度
予以激励。

对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市
州、县市区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
工作考核结果为先进的县市区
（含管理区），在下达下年度中央
和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在因
素分配法测算基础上，一类县上
浮600万元， 二类县上浮400万
元，管理区上浮200万元。

通知还明确， 对落实重大
政策措施成效明显， 在国务院
大督查、相关专项督查中，获得
优异成绩或被国家通报表扬的
市州、县市区，在下一年度省政
府组织的有关实地督查中实行
“免督查”。 ■记者 刘璋景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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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石油西气东输二线
供应紧缺以及华北地区大范围
实施“煤改气”等原因，今年全
国天然气供应相对紧张。12月
17日， 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文件，要求从12月18日起，全市
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停
止采暖供气，学校、科研单位等
重点保供单位应将办公区域的
室内温度设置在20℃以下，下
班前一小时关闭取暖设备，其
它公共场所采暖用气单位尽量
节约用气， 优先保障民生。（详
见本报A03版）

目前全国范围内天然气供
应紧张，让一些人陷入了“缺气
恐慌”，不少地方也都出台了“限
气”措施。入冬以来，长沙市的天
然气就已供不应求，湖南省前段
时间发布了天然气迎峰度冬黄

色预警(Ⅲ)的紧急通知。为确保
管网运行安全,保障全市居民的
基本生活用气，长沙市新奥燃气
公司启动了三级应急预案：对具
备双能源的工商业用户采取停
供措施， 要求其启动备用能源；
对本年度天然气购气量已满
1500立方的居民用户进行限购，
每天限购天然气15立方。

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
最大限度地保证长沙居民能够
安然过冬， 保证资源能够合理
地分配好。 尤其是对全市各级
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采取停
止采暖供气等办法， 更是充分
体现了“民生优先”的做法，真
正将民生保障放在了首位。天
然气无疑属于生活资源， 且这
种资源是不可或缺之物， 越是
资源稀缺，越容易出现争夺，如

果没有合理的政策安排， 那么
就有可能出现权力倚仗优势抢
占先机，排挤民生，导致出现真
正火烧眉毛的民生需求得不到
满足、 权力部门却烈火烹油的
“资源倒挂”现象。

长沙市政府此次率先停止
机关事业单位的采暖供气，是
“民生第一”的应有之义，也体现
出政府部门对民众的服务意识
落实到了具体的事务上，以实际
行动践行“执政为民”的理念和
要求。当然，这实际上也是权力
部门本应有的奉献精神，毕竟将
民生摆在首位，是我党历来对政
府部门的要求，“天地之大，黎元
为先”， 无论制定和出台什么样
的政策，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
人民群众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抓民生要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一
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
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让群众看
到变化、得到实惠。

在这次价值排序中， 民生排在
了第一位，这既是资源的合理分配，
也是政府将人民的利益问题切实
解决好的直接体现，同时我们也看
到了政府部门在处理资源危机时
表现出的智慧和决策能力。当然，在
天然气供应紧张的暂时困难时期，
民众也需要厉行节约，如采暖居民
用户可启用电能采暖，晚开、少开、
不开天然气采暖，室内供暖温度设
置不高于20℃； 在高峰用气时段尽
量不同时开启多个燃气设施，灶具
火头不开太大等等，用多个办法节
约用气，以配合好政府部门的决策。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我省出台18条举措，鼓励各地干事创业
脱贫攻坚获先进的县市区，下年度扶贫资金最高可上浮600万元

千人赴约“青春的盛会”
本报12月18日讯 这是一

场“青春的盛会”———今天上
午， 湖南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一
届委员会全体会议、 湖南省学
生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长
沙开幕， 来自全省各界的青联
委员和学联代表约1000人参
加了本次盛会。

省委副书记乌兰在开幕式
上寄语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做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
年， 在谱写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中放飞青春梦想。 省领导李友

志、隋忠诚、袁新华出席。
乌兰强调， 广大青年要把

憧憬与追求融入中国梦， 用理
想写就事业，把爱国热情、报国
之志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中， 用本
领铸就辉煌， 在攻坚克难中贡
献青春和力量； 用担当成就未
来， 在加快推进“五个强省”、
“四大体系”、“五大基地” 建设
等实践中担当作为，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不断作
出新的贡献。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易迎香 通讯员 王紫伦

记者从18日召开的2017年全省
河长制考核验收工作会上获悉，由
省农委负责的洞庭湖区规模化畜禽
养殖退出、 大型水库网箱养鱼退出
等退养还净年度任务基本完成。

省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洞庭
湖保护区核心区内2017年度规模化
畜禽养殖栏舍退养任务为166.31万
平方米， 截至11月底已完成退养
156.84万平方米，完成率为94%。预计
12月底前，岳阳、常德、益阳三市均可
全面完成退养任务。 ■记者 刘勇

洞庭湖区
今年退养还净任务基本完成

湘江流域退耕还林还湿4631亩
每年可净化污水量接近一座大型水库的库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