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UEYANG DAILY
责 任 公 信 权 威 影 响

星期六

2019年7月

13

今日 版4

日
报
微
信

岳阳网
www.803.com.cn

新
闻
客
户
端

本报讯（记者 刘 革）市防
指昨天下午发出指令，要求进一
步做好防汛抗洪工作，全面做好
迎战超警洪水准备。

指令指出，当前正值防汛抗
洪的关键期。我市部分堤垸进
入警戒水位,防汛抗洪形势严
峻。受低涡切变影响，昨天我市
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气象部
门预测，15日开始我市又有新
一轮强降水天气发生。据水文
部门预测，13~14 日，资水中上

游可能再次发生超警戒水位的
洪水过程；13-16日沅水中游可
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
程；15-16 日，湘水下游可能再
次发生超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洞庭湖区水位将持续上涨，7月
15日城陵矶站可能接近或达到
警戒水位。

指令要求，继续强化巡查防
守。虽然湘江尾闾河段水位在
缓慢下降，但湘阴县部分堤垸仍
处于警戒水位以上，且受未来几

天湘江新一轮洪水影响，水位可
能再次上涨，必须严格按照巡堤
查险要求，上足巡查防守人员进
行 24 小时巡查值守。 全市各
级各部门要全面做好迎战超警
洪水准备。受湘资沅三水上游
新一轮来水影响，未来几天湖区
水位将持续上涨，各地堤垸可能
接近或达到警戒水位，各地要迅
速开展清基扫障、修通防汛道路
工作，此项工作须于7月15日前
完成；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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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 革）昨天，
记者从市贸促会获悉，为全力落
实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系
列要求，加快推动“岳企出海、岳
品出境”，助力我市企业“走出
去”，日前，市贸促会组织7个县
市区、12 家企业参加第八届广
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览会暨世界
食品广州展。

本届展会以广州为窗口，
依托强大的中国消费市场需
求，系华南地区国际化和专业
化程度最高的食品展览会。展
示期间，市贸促会积极宣传推
介，精心组织企业参加专题对
接会等活动，吸引大批客商前
来参观洽谈，活动成效明显，长

康实业、香妃竹酒、国泰食品等
一批企业签订2000多万元意向
销售合同；旺辉食品、湖香艾、
一碗陈记与京东旗下美食生鲜
超市、广州嘉宜餐饮等 23 家国
内外采购商达成合作意向；屈
原酒业与广州皇上皇食品有限
公司签订 100 吨腊味酒的销售
合同，湖南湘粉生物科技对接
中国印尼专线贸易公司等 6 家
企业，打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等东南亚市场。广东卫视
等多家主流媒体对我市多家参
展企业进行了现场采访，并通
过网络平台同步直播，面向中
外客商推介企业和产品，宣传
了岳阳企业的整体形象。

岳阳农特产品畅销广州食品展岳阳农特产品畅销广州食品展

本报讯（记者 张小弓 通讯员 邓
志强 方炎学）近日，在岳阳绿色化工产
业园内，岳阳市城区首批“倍增计划”企
业昌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在进行加快
管道安装及附属设施建设，已完成工程
总量的85%，预计7月底建成投产。该
公司主打的聚醚多元醇系列产品广泛
用于家具、汽车座椅及装饰、防水材料、
黏合剂、保温材料、皮革浆料等领域。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售收入达 14 亿
元，增加1亿元税费。

昌德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有条不
紊地推进，得益于云溪区不断优化项目
服务营造出来的一流营商环境。近年
来，云溪区把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
展的生命线，把优化营商环境列为项目
建设的“头号工程”，严格落实市委、市
政府出台的“非公十条”“发展实体经济
二十条”“服务企业优化环境九条措施”
等惠企政策和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区级领导带头践行“一线工作
法”，积极帮助企业解决项目手续办理、

融资、施工环境等问题。区委书记张中
于，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正仁，多次率队
赴外地以“金牌服务”进行招商。上半
年，园区新签约倍特尔高分子助剂、凯
门水性助剂等项目 19 个，总投资 26.7
亿元。

云溪区通过牵线搭桥、多方协调，
帮助企业处置闲置资产，既解决企业

“想走走不了”的问题，又实现“腾笼换
鸟”。一剂良方激活一池春水。今年上
半年，园区相继处置5家“僵尸企业”，
盘活土地 300 余亩，先后引进荣达、光
长、卡弗龙等多家企业，预计填补年产
值达5亿元。

在服务项目提速建设的同时，云溪
区还围绕企业在转型升级中的瓶颈，有
针对性地商定方案，逐个破解。园区内

的新发化工公司安全环保管理水平低，
生产工艺落后，设备设施不完善。今年
5月，园区联合专家组多次上门服务指
导，提供技术改进方案。目前，新发化
工已拆除所有落后设备，新上最先进
的生产线，逐步实现转型升级；凯美特
气体公司过去主要销售二氧化碳，由
于市场弱化导致产品滞销、利润滑坡，
该公司决定新上氢气产品线，园区在
项目准入、手续办理上“一路绿灯”，使
公司顺利新上项目，实现产值和利润
达到预期。

云溪人的“辛苦指数”，换来了云溪
区的“发展指数”。1-6月，园区预计完
成 技 工 贸 收 入 25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3%；预计上缴税金5.3亿元，同比增
长35.9%。

“辛苦指数”换来“发展指数”
云溪区优化营商环境力促产业向高能级迈进

水势汹汹，浊浪滔滔。
7 月 11 日 8 时，今年湘江入汛最大

洪峰直抵湘江下游湘阴铁角嘴站。洪
峰水位35.18米，超警戒水位0.68米，全
程涨幅4.19米；13时35分，湘江东支湘
阴浩河口水位站出现洪峰水位 33.82
米，全程涨幅3.06米。

汛情就是命令。湘阴县委、县政府
靠前指挥，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头等大
事抓紧抓实，湘阴县万余干群奔赴抗洪
前线，严防死守，共同谱写了一曲保卫
家园的抗洪壮歌。

目 前 ，湘 江 洪 峰 已 平 稳 过 境 湘
阴。因全省范围内正在发生新一轮的
强降水过程，预计未来几天湘资两水呈
上涨趋势。

决策，严密布防筑城墙

暴雨！暴雨！
湘阴县地处湘资两水尾闾，南洞庭

湖畔，共有大小堤垸 21 个、水库 74 座，
防洪大堤总长402公里，是湖南唯一拥
有“两江一湖”且受“四水”影响的防汛
大县。

7月9日12时，河水猛涨。湘江、资
江部分堤段超警戒水位。13时，湘阴提
前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湘阴县委书记、县防指政委余良勇
发出战前动员令，全县上下要做好防大
汛、抢大险、抗大灾的思想准备，切实增
强使命意识、大局意识。要切实加强堤
防工程、险工险段、河管涵闸的日常巡
查。湘阴县长、县防指指挥长李镇江要
求，全县上下、各垸区指挥分部要把防
汛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大事来抓，
迅速进入决战状态。

湘阴防汛抗旱指挥部内灯火通明，
险情处置组、督查督导组、后勤保障组、
宣传报道组各就各位，紧张有序，政令
畅通。全县砂砾石库存321280吨，块石
9910立方，砼立方体326个，编织袋、彩
条布等储备充足。还备足 10 船共 2 万
吨卵石，“以船代仓”定点停靠在相关水
域待命。

汛情引起省市领导高度关注：

——7月10日晚，市委书记刘和生
批示，10日至11日两天是湘江尾闾本次
洪水过程防御的关键时期，要求加强巡
查，确保万无一失；

——7月11日上午，副省长隋忠诚
专程到湘阴，精准指导防汛工作；

——连日来，省政府副秘书长欧阳
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挚，副市
长、市防指常务副指挥长杨昆分别深入
防汛一线督查，强调要落实好防汛应急
预案，严格实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切实做好汛情会商。

出征，众志成城保家园

全县各部门单位闻“汛”而动，迅速
组成“防汛战斗小分队”，奔赴各自垸区。

前线战斗员按照一面小旗帜、一根
竹签、一个记录本、一个袖章、一支手电、
一面铜锣的“六个一”要求，（下转第3版）

7月11日上午，黄花港机埠外河涵闸被大量垃圾堵塞，城西垸防汛抗旱指挥部
组织应急队员进行清理。 焦文娟 摄

7月12日，湘阴县岭北镇柳江村村民在冒雨巡堤。郭雨滴 摄

万余干群决战惊涛拍岸
——湘阴抗击今年入汛首个湘江洪峰纪实

本报讯（记者 陈 毅）7 月
12 日，市政协主席徐新楚赴汨
罗市检查督导防汛抗洪工作，副
市长邱虹、市政协副主席黎四清
和秘书长张群望参加。

徐新楚一行先后深入汨罗
磊石垸长山电排、松柏垸宝塔坝、
双楚垸樟木潭，察险工险段、查物
资储备、看值守记录、进排涝工
程、问水情雨情、商应对举措。

徐新楚在实地踏察、了解相
关情况后，对汨罗当前的防汛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当
前正处于主汛期，湘资两水处于
高洪水位、长江三峡下泄流量加
大，而且近期还有两次强降雨过
程，防汛抗洪形势非常严峻。汨
罗要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坚决克

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于
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真正做
到未雨绸缪和科学防范，确保安
全度汛；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水位
变化，精准研判水情、雨情和汛
情，及时预报预警，牢牢把握住
防汛工作的主动权；紧盯险工险
段、穿堤涵闸、机埠建筑、迎水坡
面、渡口码头加强严细排查，防
患散浸管涌、滑坡崩岸和山洪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一江六
垸”、病险水库、山区村镇，落实
24小时值班巡查和汛情险情零
报告制度，通过分段分垸、打桩
定位压实各方责任，并充分发动
群众参与，实行联防联控，坚决
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

保持临战状态 确保万无一失
徐新楚赴汨罗督查防汛抗洪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 冀）7 月
12日，全市学习贯彻《干部任用
条例》和《公务员法》会议召开。
市委副书记陈爱林出席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学习贯
彻《干部任用条例》、《公务员法》
暨公务员工作座谈会精神，对全
市做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公
务员工作进行部署。

陈爱林指出，深入学习贯彻
《干部任用条例》，着力建设忠诚
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必须牢牢把握党管干部原
则，坚决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
牢牢把握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
切实加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政
治建设；牢牢把握正确选人用人
导向，切实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牢牢把握精准科学理

念，全面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质量和水平；牢牢把握严格选拔
严格监督要求，确保全面从严要
求贯穿干部选任全过程。

陈爱林要求，全市公务员工
作必须以贯彻落实《公务员法》
为主线，切实抓好公务员队伍政
治建设、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
公务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严管厚
爱与激励约束、基层公务员队伍
建设等重点工作，推动公务员工
作高质量发展。

陈爱林强调，贯彻实施条例和
公务员法，是各级党委（党组）及其
组织人事部门的重大任务和政治
责任，必须提升政治站位，主动担
当作为，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培训，
加强配套建设，强化督促检查，推
动各项任务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全市学习贯彻《干部任用条例》
和《公务员法》会议召开
陈爱林出席

本报讯（记者 周小平）记者
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根据
气象部门预测的强降雨区域分
布情况，昨日18时，市防汛抗旱
指挥部按照《岳阳市防汛应急预
案》有关规定，决定自昨日19时
起，对平江县、岳阳县启动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报，目前降水
回波仍位于我市上空，但强降水
回波已到湘中一线，昨日下午到
晚上我市北部小到中雨，南部大
到暴雨。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上
述两地防指，根据雨水情发展形
势，适时提升应急响应级别，并
严格按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
领导和防汛责任人迅速到岗到
位，落实相关防御措施，积极做
好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水
库保安以及汨罗江、新墙河等
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工作，确保
安全度汛。

此前，我市湘阴县和屈原管
理区已于7月9日启动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

四县区启动防汛四县区启动防汛ⅣⅣ级应急响应级应急响应

市防指昨天发出指令要求

全面做好迎战超警洪水准备

本报讯（记者 谭振华）“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
流出一首赞歌……”7月12日下午，岳阳楼
下传来嘹亮歌声，顿时吸引了不少游客朋
友驻足观望，现场市民群众纷纷加入合唱
队伍，忘情在雨中一起引吭高歌。

这是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携手举
办的庆祝建国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干部
职工同声唱歌咏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唱响主旋律，激发全市干部职工群众爱
国主义热情和在新时代建功立业的豪情。

“激动不已，听到这首歌，就联想到祖
国70年来的变化，看到今天的岳阳感到很
自豪也很幸福。”一位现场的市民朋友告
诉记者。

雨中唱雨中唱雨中唱响响““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