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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23

日讯 （通讯员 王希

明 张昶 记者 刘文韬） 针对新一轮

强降雨到来，省军区今天下发紧急通

知进行再动员，要求部队官兵和民兵

预备役人员全力以赴做好迎战洪水

的各项准备， 确保不溃一堤一坝，誓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知要求，省军区部队各级要抓

紧修订完善行动预案，师以上单位要

做好同时在两个以上地区执行任务

的预案，担负了明确任务的部（分）队

要实行“五核实”，即：核实建制单位、

核实参加人员、核实装备器材、核实

联络方法、核实准备时限。要结合任

务， 将抗洪抢险力量进行科学编组，

特别是军分区（警备区）和预备役师、

旅， 要根据抗洪抢险的实际需要，将

民兵预备役人员编组成若干巡查队、

处险队、机动突击队、运输保障队和

抢险救生队，并加强防汛装备器材的

检修、筹措和补充，严格落实防汛应

急值班，保持人员在位。要进一步加

强容易出现险情的各水库、江河等堤

坝巡逻排查值班制度， 一旦发现险

情， 及时研究处置办法和应对措施。

要进一步密切军地协调，切实加强抢

险救灾组织领导， 坚持集中统一指

挥，坚持科学合理用兵。

目前，各军分区（警备区）和预备

役部队正严阵以待，时刻做好防大汛、

抗大灾准备。 株洲军分区组织当地民

兵成立巡查队， 在灾情多发的湘江地

段日夜巡堤，确保及时发现险情，及时

处置。 驻扎在岳阳的某预备役团在洞

庭湖畔容易发生严重水灾的地域驻扎

帐篷，轮流值班，观察汛情情况。

本报

6

月

23

日讯

(

沈赋

)

“要时刻保

持头脑清醒，抢抓防汛抗灾工作主动

权， 全力做好防汛抗灾工作。”

6

月

21

日至

23

日，副省长韩永文在张家界市

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查指导

防汛抗灾工作时反复强调。

21

日，韩永文在张家界市先后查

看了慈利县白云段防洪大堤、永安大

桥、黑峪湾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零溪

镇燕子桥村受灾情况、象鼻嘴村山洪

地质灾害预警系统建设和岩溪村山

洪地质灾害等。

22

日， 韩永文又深入

自治州古丈县古阳镇和岩头寨镇，查

看地质灾害滑坡点房屋损毁现场及

人员转移安置点。每到一处，韩永文

都认真查看防汛抗灾准备情况，慰问

受灾群众，要求当地政府一定要保障

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在认真听取两地防汛抗灾工作

汇报后，韩永文充分肯定了张家界市

和自治州前段所做的工作。 他指出，

当前全省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要严格

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 对雨情、

汛情、灾情时刻保持清醒认识，抢抓

工作主动权，进一步做好防汛抗灾各

项工作，同时要尽快组织开展恢复重

建， 妥善解决受灾群众长远生计问

题。韩永文强调，湖南汛期持续时间

长，大家始终不能有丝毫松懈。要突

出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强化预警预报

和隐患排查，堤防、水库、重要交通干

线、尾矿库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要有

专人值守，受地质灾害威胁的人员要

及时转移。

本报

6

月

23

日讯 （记者 沙

兆华）今天下午，针对我省近期

发生的暴雨洪涝灾害，中国华能

集团向我省受灾地区捐赠

100

万

元。省慈善总会会长王克英代表

我省接受捐赠，并对中国华能集

团的善举表示感谢。

省军区紧急部署

迎战新一轮强降雨

本报

6

月

23

日讯 （记者 邓明

白培生 ）

6

月

21

日至

23

日 ， 省委常

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建国在郴州

就经济社会发展、 防汛救灾、 创先

争优等工作开展调研。 他指出， 下

一步要着力落实好 “四个注重”， 增

强发展后劲。

黄建国先后深入郴州体育中心、

城东新区以及高斯贝尔、 金贵银业、

北湖区保和乡小埠村等基层一线了

解情况。通过实地考察，黄建国认为，

郴州班子得力，团结和谐，理念很新，

干部精神状态很好；各项事业发展势

头很好，充满生机与活力；开放很有

效，引进了一大批战略合作者，培育

了许多好企业，灵活运用先行先试政

策，新事新办，特事特办，软、硬环境

有了很大改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愿

意到郴州来投资，这折射出郴州各级

党政干部实在干事、不尚空谈。同时，

黄建国对郴州防汛救灾、创先争优工

作给予肯定。

黄建国强调， 抓好下一步工作，

一要更加注重科学。要把科学发展观

落实好，一步一个脚印，让老百姓得

到实惠，有幸福感。二要更加注重和

谐。不要搞破坏性开发建设，要抓好

生态建设，处理好“肚子”与“面子”、

温饱与环保、文化与绿化、发展与增

长的关系。三要更加注重稳定。稳定

是硬任务， 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干不

成，要采取措施，以人为本，防止与杜

绝安全事故。 四要更加注重廉洁。要

以“创先争优”为抓手，加强学习，加

强修养，多敲警钟，多出好的典型。

对于防汛救灾工作， 黄建国要

求， 一要加强预报预防。 防止信息出

现不对称、 不及时、 不真实情况的发

生。 二要组织避灾、 躲灾。 要建立非

常灵敏的应急机制， 非常协调的保障

机制。 三要抓好抗灾救灾。 一旦出现

情况， 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争取相关部门的资金、 物资支持， 抢

修基础设施， 妥善安置好灾民。

黄建国在郴州调研时指出

落实“四个注重” 增强发展后劲

华能集团向我省

灾区捐款100万

以人为本 生命至上

人民群众生命高于一切。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就一定

能够排除险情，战胜灾情，确保受灾群众的生命安全！

欧阳金雨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近

期防汛抗洪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这就是

共产党人作出的庄严承诺。

灾情火急，生命至上。“要立即组

织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预备

役和医疗卫生人员， 尽快赶赴灾区，

全力抢救受伤人员。要千方百计向灾

区运送食品、饮用水、药品和帐篷、防

寒衣等救灾物资，确保灾区群众有饭

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

处”。一个个指示、一次次行动，清晰

地记录下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对生命

的尊重、对人民的责任。对人民生命

的珍惜，必将赢得人民的尊重，必将

极大地凝聚起防汛抗洪的力量。

防汛抗洪面前， 党和政府是灾

区人民的主心骨。 省委省政府把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防汛抗

洪以救人为本，尊重生命，急人民群

众之所急，解人民群众之所难，把各

项抢救和安置工作做到实处、 落到

细处，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每一

个受灾群众中去， 把人民群众抢险

救灾的积极性调动组织起来， 凝聚

成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共御天灾的

伟大力量。灾害袭来时，各级领导靠

前指挥，深入灾区组织调度，基层党

组织和共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和先锋模范作用， 冲在抗灾救人第

一线。 各抗洪抢险应急队伍迅速开

赴灾区，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预

备役人员、 公安民警和医疗防疫人

员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抢险救人。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迎难而

上，百折不挠”。在以人为本的时代

旗帜下， 不畏难、 不服输的湖南人

民，在这场“大考”面前，以负责任的

风范呈现自己。“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是一次湖南人民守望相助的战

斗。风雨中湖南人民的爱就是这样，

没有令人血脉贲张的传奇， 但却有

一种挥之不去、避之不忍的责任感，

一种蕴涵着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和传

统的家国观。

事实表明，在党和政府心中，在

全体抗洪抢险救援人员心中， 人民

群众生命高于一切。 只要我们众志

成城，全力以赴，就一定能够排除险

情，战胜灾情，确保受灾群众的生命

安全

,

夺取抗洪救灾的胜利！

“抢抓防汛抗灾工作主动权”

韩永文深入张家界和自治州检查指导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专题宣讲启动

本报

6

月

23

日讯（记者 陈英

明 周勇军）

21

日上午，全省“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专题宣讲出

发仪式在长沙举行。 宣讲团的

10

多名专家将分赴各市州和省直单

位进行为期两个月的专题宣讲。

此次宣讲， 是为了深入宣传

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重大决策部署， 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增强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责任感、 急迫感和自觉

性、坚定性，推动我省在新的更高

起点上又好又快发展。 宣讲团成

员将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慢不得、等不起”，以“五个新突

破”加快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以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 “两型社

会”建设等内容展开讲述，为听众

呈上“精神大餐”。

6

月

22

日下午， 省委宣讲团

来到常德市，宣讲团成员、湖南

师范大学副校级督导、博士生导

师朱翔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

央、省委有关领导关于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讲话精神，当前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如何结合实际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等

4

个方面， 深入浅出

地解读了中央、省委关于加快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精神。

本报

6

月

23

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朱新根 喻慕鸿） 今天上午，第

13

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在省

青少年活动中心启动。湖南中烟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再次捐资

1280

万元，计

划在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和相关

高校奖励资助

2800

余名优秀、贫困大

学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出席

启动仪式。

本届“芙蓉学子”将在全国实施

包括大学新生助学行动、情系烟农特

别助学行动、情系

5

·

12

四川汶川地震

特别助学行动、榜样力量优秀大学生

评选活动、大学生优秀创业计划资助

行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系列公益活动。

其中，为帮助湖南洪灾地区学生渡过

难关，本届“芙蓉学子”将特别安排

60

万元开展抗洪救灾特别助学行动，帮

助

200

名受灾学生圆梦大学。此外，本

届活动还将从

10

所 “芙蓉学子·榜样

力量”活动实施高校中选出

20

名“经

济管理之星”。

“芙蓉学子” 大型公益活动由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共青团湖

南省委、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主办 ， 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 芙蓉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白

沙文化传播公司等单位承办。 实施

13

年来，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累计捐赠款项

7714

万元 ， 共有

13600

多名贫困大学生获得了奖励

资助。

图为第十三届 “芙蓉学子” 大

型公益活动启动式现场。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1280万资助2800余名大学生

第13届“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