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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
送岗上门暖民心

7版

□记者 刘 革 通讯员 杨大智 夏 宇

“ 今 年 起 要 全 面 推 行‘ 河 长
制’……”2017 年岳阳市《政府工作报
告》拉开了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序
幕。东洞庭湖7个水质监测断面达标
率 98.7%，同比提高 9 个百分点，越冬
水鸟超过 24 万只，创近 10 年之最，野
生麋鹿增加到164头，江豚稳定栖息种
群达120头，均呈稳定增长；退出长江
岸线7.24公里，复绿1.3万亩，建成2处
50米宽示范防护林带5公里，长江岸线
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2019年5月，市
第一总河长、市委书记刘和生乘船沿长
江、湘江、洞庭湖流域巡河，坚定表示要
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坚决守护好一
江碧水，着力打造最美岸线、大美洞庭。

江湖之城吹响美丽河湖出征号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万里
长江波澜壮阔，蜿蜒岳阳境内 163 公
里；八百里洞庭浩浩汤汤，岳阳坐拥
50%以上的水域面积。2018年4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岳阳考察长江
经济带发展，殷殷嘱托“守护好一江碧
水”。省委、省政府对长江、洞庭湖的
河湖长制工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
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省委副书记乌兰，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谢建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黄关春以及洞庭湖省级湖
长、副省长隋忠诚，长江干流湖南段省
级河长、副省长陈飞先后来我市巡河
巡湖，领导率先垂范，为岳阳指引了方
向。市委常委会会议先后 6 次研究，
围绕怎样管好盛水的“盆”、护好“盆”
中的水，出台了《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决议》《岳阳市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实施方案》。

各级各部门全面吹响河湖长制工
作“出征号”。市委组建了6个河湖长
制工作督查组，市人大常委会颁布了

《岳阳市山体水体保护条例》，市中级

人民法院成立了全省第一个环洞庭湖
环境资源法庭，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
东洞庭湖生态环境资源检察院，市公
安局成立了水警支队，水利、环保、海
事等部门组建了联合执法队，常态化
开展督查。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实现全
覆盖，全市明确河湖长2114名。率先
在全省制定了“五个一”（一周一通报、
一月一督查、一季一讲评、半年一推
进、一年一考核）工作机制、县级河长

“五有”巡河标准（有巡河方案、有记录
资料、有问题清单、有宣传报道、有问
题反馈）、乡级河长“七有”巡河标准，
各级河湖长忠诚履职。《人民日报》、中
央电视台对华容县基层河长巡河的先
进事迹进行了推介报道。

全市136条河湖全面开展“样板河
湖”创建，汨罗江汨罗段、南湖龙山段
被评为全省美丽河湖；我市2018年河
湖长制工作受到省政府通报表扬；市
河长办被评为长江经济带全面推行河

湖长制全国先进单位。

上下齐心合奏生态保护交响曲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就是出
演的一场又一场“上下协同、左右发
力”的多幕剧、合奏曲。

2018 年，市委书记刘和生召开的
第一个年度大型工作推进会就是研
究河湖长制工作，高压传导工作责
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新年第一
个工作日就开展巡河，并主持召开全
市河湖长制工作座谈会；市委副书记
陈爱林上任伊始第一个调研的就是河
湖长制工作。“只要是河长制工作需要
约谈问责的，一律给予支持。”市委、市

政府对支持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发出最
强音。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紧随市
委、市政府的工作步伐，全面吹响河湖
长制工作“集结号”。

2018年6月3日，来自洞庭湖之滨
的各级河长、环保公益组织、民间志愿
者团体等，共同见证洞庭湖首支湖长
队伍诞生，21名洞庭湖民间河长正式
上岗。按照凡是有政府河长的地方，
都要求配备民间河湖长、志愿者河长
原则，岳阳在全市建立双河长制。团
市委召集青年志愿者加入“河小青”队
伍，市妇联动员各行业妇女同胞组成

“巾帼河长”队伍，汨罗市公安局明确
14个基层派出所政委担任护河警长，

（下转第8版）

美在江湖碧水间
——我市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工作纪实

本报讯（记者 谭振华）6
月 8 日下午，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召开紧急会议，就我市近日
出现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决定
自 6 月 8 日 19 时起，启动全市
Ⅳ 级 防 汛 应 急 响 应 。 市 委
副 书 记 、市 长 李 爱 武 主 持
防 汛 会商会议，副市长杨昆，
市 政 府 秘 书 长 刘 传 汉 及 应
急、水利、气象部门相关负责
人参加会议。

李爱武传达了 6 月 8 日下
午副省长隋忠诚对我市防汛工
作的批示。她要求，各县（市、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指
各 成 员 单 位 ，要 加 强 组 织 领
导，严格落实责任，确保各项
防范应对措施落到实处。应
急、水利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
协作，密切配合，科学调度；气
象、水文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研
判，精准预报。要对山洪地质

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施工
单位、工矿企业、学校和景区
等重点区域加强检查指导，完
善防灾避灾措施。

李爱武还与平江县、岳阳
县、临湘市三地防汛抗旱指挥
部视频连线，听取雨情备汛情
况汇报。她强调，各级领导和
防汛责任人员要迅速到岗到
位，严阵以待，积极做好应对工
作，确保安全度汛。

我市全面启动Ⅳ级防汛应急响应
隋忠诚作出书面批示 李爱武强调：迅速到岗到位 做好应对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 金）6月6
日，市政协主席徐新楚深入云溪
区陆城镇调研指导集中攻坚蹲
村带乡工作。他在市政协帮扶
点白泥湖村强调，要有目的地

“传”、有针对地“帮”、有重点地
“带”，通过蹲村带乡、点面结合，
实现一体推进、全域覆盖。市政
协副主席黎四清、方争奇和秘书
长张群望参加。

徐新楚一行沿省道 201、长
江岸线、排渍干渠，先后实地察看
了丁山村、白泥湖村、陆逊社区、
泾港村和钢铁村。一路走来，美
丽的乡村风貌令人心旷神怡，秀
美的庭院屋场让人耳目一新。徐
新楚边看边议，结合陆城镇、工作
队有关情况介绍，就后段工作进
行了精准指导和周密部署。

徐新楚强调，要咬紧目标不
放松，既要交出“干干净净、整整

齐齐、清清爽爽”的攻坚答卷，又
要坚持“破、立”并举，在集中攻坚
行动中出经验、创机制、树标杆。
要聚焦“清、拆”再加力，始终把

“三清理、四拆除”摆在突出位置，
切实加大治房、治乱、治脏、治水
工作力度，实现镇、区整体推进、
全域达标。要点上提质重精细，
在前段已经奠定良好基础的前提
下，聚焦“岸、路、湖、渠”等重点部
位，在精准、精细、精美上下足功
夫，管控好风貌、打造出特色、展
示出亮点。要抢抓时机补短板，
面对云溪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
劳力少的现实困境，紧紧抓住周
末双休、端午返乡、早稻开镰等最
佳时机，进一步做好入户动员、筹
资投劳、门前三包、常态保洁等工
作，着力解决发动不充分、配合不
积极、覆盖不全面、推进不平衡、
质效不达标等突出问题

抓好蹲村带乡
推进全域覆盖
徐新楚赴云溪陆城镇调研指导集中攻坚工作

本报讯（记者 徐 颖）6 月 6 日下
午，全市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调度
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任、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指
挥部指挥长向伟雄，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指挥
部副指挥长赵岳平出席。

会上，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进展
情况，进行了情况交流，部署了后段工
作。据悉，截至5月底，全市共拆除“空
心房”17.18万户，面积2104万平方米，
共腾退土地11.65万亩，复垦立项7.29

万亩，竣工 3.06 万亩，复绿 1.33 万亩。
拆除“四房”及偏杂屋 98096 户，面积
1015万平方米，棚亭7497个，面积37.2
万平方米。

向伟雄指出，要进一步领会“空
心房”整治工作的“变与不变”，把握
新形势下的新变化，看清深化整治中
的“不变”，瞄准“全省领先，全国一
流”的工作目标不动摇，确保深化农
村“空心房”整治行动取得更显著成
效。要进一步把握“空心房”整治工
作的“五个注重”，注重思想引导、统

筹兼顾、群事群办、惠民利民和舆论
导向，加强岳阳经验的总结、提炼和
推介，形成“岳阳特色”。要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薄弱环节，查漏补缺，坚持

“以图管地”、规范拆除程序、注重面
源管理、及时兑现奖补、保证复耕质
量、加快复绿步伐、适时交易指标、科
学编制村庄规划、确保数据真实，尽
职尽责做好农村“空心房”整治这件
惠民利民之事，为纵深推进集中攻坚
行动、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好基
础，作出贡献。

把握“五个注重”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薄弱环节
向伟雄出席全市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记者 彭宏伟 刘克
宏 黄 梅）又是一年端午时，千
舟竞渡，粽艾飘香。6 月 7 日上
午，在庄严的祭屈仪式中，2019

“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暨
第十五届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
在屈子文化园举行。岳阳市委
副书记、市长李爱武宣布开幕，
市政协主席徐新楚，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马娜，副市长邱虹出席
活动。

本届节会内容丰富多彩，有
民间龙舟赛、原创音乐剧《屈
原》、端午习俗图文展、非遗表演
秀、端午国风市集等端午民俗文
化活动，再次展现出“端午源头、
龙舟故里”的神奇魅力。

2300 多年前，楚国三闾大
夫屈原在汨罗江上惊天一跃，成
就了千古绝唱。从此，楚人祭奠
屈子，千载相传。而端午，也成
为汨罗人的“年”，狂欢、传承、团
聚，都在这一年一度的节日里上
演。吃粽子、赛龙舟、门插艾、佩
香囊、涂雄黄……端午来汨罗，
总能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民俗盛
宴。当日的活动便在神秘古朴、
肃穆庄严的祭屈仪式中开始。
祭龙头、取圣水、点睛，在热烈的
欢呼声中，为期三天的民间龙舟
赛拉开序幕。

据悉，除了传统的龙舟赛事

和文艺演出外，屈子文化园还在
6 月 6 日至 10 日文化周期间增
加了趣味龙舟、《离骚》背诵赢
5000元大奖、着汉服游园、江边
放纸鸢、见证吉尼斯纪录挑战
赛、快闪、AR 越野等游客深度
体验环节，更有大型原创音乐剧

《屈原》、“香草美人”音乐会、帐
篷音乐节等精彩项目。

其间，汨罗还举行“中国·汨
罗江国际诗歌艺术周”新闻发布
会、中国民协高端论坛、“更有清
流是汨罗”文学采风（第二季）和
端午诗会、第二届“屈原杯”汨罗
江国际龙舟拉力赛。其中，国际
龙舟拉力赛将于6月14日至17
日在汨罗江、屈子文化园举办。
届时，境内外 16 支代表队将展
开公开组 100 米、200 米直道赛
和15公里拉力赛。

近年来，汨罗市委、市政府
把屈原端午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
强地方文化软实力和经济发展
硬实力的一项重大工程来落实，
几届班子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
接着一任干。在“建设更高品质
生态文化活力汨罗”的奋斗目标
指引下，该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蒸蒸日上，焕然一新的屈
子文化园和水清岸芷的汨罗江
就是有力的证明。

端午源头 诗画汨罗
李爱武宣布第十五届中国汨罗江
国际龙舟节开幕 徐新楚出席

图为开幕现场

本报讯（记者 唐忠明 陈 毅）6
月8日下午5点，随着最后一门英语
科目考试结束，今年高考的考试部
分画上了句号。安静的考点内一下
子热闹起来，考生们走出考场的步
伐格外轻松。

今年我市共2.7万多考生应考，
期间各个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
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需要提醒考
生的是，考试只是整个高招工作的
一部分，本月 25 日开始，考生们还
要陆续进行查询分数、填报志愿等
事宜，希望不要耽误了高招的后续
工作。

20192019高考顺利结束高考顺利结束
高考首日，在华容一中考点上演

了一场感人的爱心接力故事。
7日下午数学科目开考前，来自

华容三中的考生官紫容因一时疏忽
将考试工具袋遗失，里面有身份证、
笔、作图工具等物品，此时离正式开
考仅有十五分钟左右，考场内不时
响起低音广播声和急促的信号声，
其他考生都早已入场就座，唯独官
紫容在校门口急得团团转，不知如
何是好。

此刻，华容一中员工肖波、张慧
勇刚好从校门口经过，看到小官同
学焦急不安，连忙上去问清事由。
了解情况后，肖波立即与考点有关

负责人联系，说明情况，请求先开辟
准许考试的绿色通道；张慧勇则迅
速带小官同学到校外商店购文具，
闻讯赶来的门卫室保安黄造听说小
官未带钱，二话没说连忙从口袋掏
出十元人民币递到她手中，并嘱咐
立即去商店购买。带着小官到几十
米开外的商店买到文具返回后，张
慧勇、肖波火速带领小官赶赴考场，
一路上他们连奔带跑，校内执勤的
民警也加入了一路护送的行列。在
众人的爱心接力下，小官终于在正
式开考前赶到了考场，顺利参加了
下午的数学考试。

记者 唐忠明 陈 毅

华容一中上演爱心接力故事华容一中上演爱心接力故事
高考
回眸

图为东风湖风光

岳阳楼区新闻
专刊

粽叶飘香传民俗
盛世欢歌庆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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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中考生意气风发走出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