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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刘金军 吉惠质） 记者今天从省水利普查办
获悉，历时一年，我省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对象清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初步统计出
674万多个清查对象。 水利普查即将由清查
登记阶段转向填表上报阶段。据省水利普查
办透露，通过对象清查，整个水利数据相比
现有统计资料都相应有所增加。

今年1月开始持续至今的水利普查清查
登记阶段，我省先后开展了清查登记、台账
建设和现场调查等工作。据省水利普查办负
责人刘利民介绍，从今年4月1日起，全省5.3
万多名水利普查指导员、普查员深入一线开
始对象清查。 清查登记阶段，我省先后建立
普查数据处理和空间数据采集系统，完成河
湖名录建设， 开展水文站和灌区数据测量，

调查采集水土保持野外数据。 9月下旬，国务
院水利普查办对我省清查成果进行阶段验
收，认为我省清查成果总体质量较好，并同
意通过清查阶段验收。

2011年12月31日是第一次全国水利普
查的标准时点，2012年将全面开展填表上报
工作。 2012年3月、6月、9月、12月为4个时间
节点，每个节点均对各级水利普查机构提出
了填报、汇总、审核、验收等工作要求。 省水
利普查办主任、 省水利厅副厅长詹晓安说，
我省2012年水利普查工作，将全面贯彻落实
2011年中央和省委1号文件、 中央和省委水
利工作会议精神，以完成水利普查工作为目
标，以严格数据质量控制为主线，进一步加
强组织领导、普查队伍能力建设和监督检查
指导，强化依法普查意识，深入开展普查培

训和宣传，确保2012年年底前完成填表上报
和成果发布工作。

■链接

什么是标准时点
标准时点是指对被调查对象登记时所

依据的统一时点。调查资料必须反映调查对
象的这一时点上的状况，以避免调查时因情
况变动而产生重复登记或遗漏现象。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2011年12月31日， 时期为2011年度。 凡是
2011年年末资料，如“2011年年末单位人员”
等数据，均以普查时点数据为准；凡是年度资
料，如“2011年供水量”等数据，均以2011年1
月1日至2011年12月31的全年数据为准。

理顺关系 预防纠纷
湘桂签订省际河流
水事工作规约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骆云枫 ） 为理顺省际
河流水事关系 ， 预防水事纠纷 ，
湖南省水利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
水利厅日前签署 《湖南 、 广西省
际河流水事工作规约》。

湖南 、 广西之间有多条省际
河流 ， 包括湘江 、 资水上游多条
支流 。 根据 《湖南 、 广西省际河
流水事工作规约》， 未经规划或双
方未达成协议前 ， 禁止单方面在
省际边界河流进行水事活动 ， 禁
止单方面改变河流现状 。 省际边
界河流的一方依据流域综合规划
在省际边界地区进行各种水事活
动时 ， 应当在项目前期工作阶段
征求毗邻方意见 ， 并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主动告知毗邻方 。 省际边
界河流上的水库 、 电站及其他蓄
水工程的蓄泄水调度方案 ， 应征
求上下游相邻地区同级防汛指挥
机构的意见。

湖南、广西一致同意，按照“资
源共享、统一规划、合理开发、协调
配合、加强保护”的原则，进行省际
边界河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 。 同
时 ，将建立两省区及相邻市 （州 ）、
县水事活动协商机制，处理两省区
省际边界河流的水事活动。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湖
南现代物流职业教育集团年会暨示范性职业
教育集团创建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 这标志全
省首个示范性职教集团创建正式启动。 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贺登才出席启动仪式。

为了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 ， 使职业教育
更好对接和服务地方产业 ， 从2008年7月起 ，
我省开始组建以高职院校牵头， 相关企业参
与， 工学结合、 产学研一体的职教集团。 3年
来， 全省共组建23个职教集团 。 这些职教集
团基本对接我省主要的优势产业、 支柱产业、
特色产业、 新兴产业， 也涵盖了全省的基础
产业和重要经济区域。

但职教集团发展也不平衡 。 有的职教集
团中， 教学与产业 “两张皮” 现象依然存在，

有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集团， 没有真正形成
合力效应。 为此， 我省决定建设一批示范性
的职教集团， 为全省职教集团提供可以借鉴
的样板。

在全省率先挂牌的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教
育集团， 运行3年来，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深
度融合， 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互利共赢的集
团化办学特色日渐彰显。 今年6月， 该集团成
为全省首批立项建设的 “省级示范性职业教
育集团”； 作为集团理事长单位， 湖南现代物
流职业学院成为 “湖南省示范性高职院校 ”
建设单位。

今天的启动仪式上，学院还分别与国药控
股、省粮食集团等8家单位，签订了校企合作协
议。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许英） 记者从12月21日召开的全省查处取缔
无照经营工作总结暨先进表彰大会上获悉 ，
今年以来， 我省在查处取缔无照经营中投入
了大量的执法力量， 严格依法行政， 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 ， 推动市场经济秩序明显好转 。
据统计 ， 今年全省共清理无照经营 19.98万
户， 查办无照经营案件1.94万起， 取缔无照
经营2.09万户。 同时积极引导具备条件的经营
户办理工商登记， 减免相应规费， 今年在新
增的19.17万户个体工商户中， 经引导无照经
营者办照的就有7.46万户。

今年来， 全省普遍建立了政府分管领导
为首的联席会议、 信息抄告、 督查督办 、 责
任追究、 联合执法等各项制度， 各级各部门
以无照经营食品、 药品、 危险化学品 、 烟花

爆竹和煤矿及非煤矿山、 河道采砂 、 网吧等
涉及人身安全、 威胁公共安全 、 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 破坏环境资源的高危行业作为工作
重点， 认真组织了各项查处取缔无照经营专
项行动， 解决了一批老大难问题 。 如商务部
门开展了打击屠宰业 、 酒类市场无照经营 、
成品油流动加油车非法经营等行动 ， 共检查
企业商店45055家次 、 查处案件总计2405件 、
涉案金额1892.11万元。 安监部门检查生产经
营单位8万多家， 责令停产整顿8190家， 关闭
3200家， 抓捕涉嫌犯罪人员732人， 问责工作
不力国家工作人员68名。 仅非煤矿山领域全
省就关闭和取缔非法矿井1524座 ， 责令停产
整顿723座 。 农业主管部门共检查农资企业
2.18万个次， 查获违法农资852.6吨， 查处非法
制售农资案件604件。

本报12月22日讯 （通讯员 何伟波 记者
唐爱平） 华菱涟钢今天传来喜讯， 该公司试
制的X80管线钢热轧卷板， 正式通过了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专家组的鉴定。 这标志着
华菱涟钢的产品， 进入了中国石油天然气厚
规格高级别管线钢供货名录。

12月19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领衔
的二十余名专家、 学者， 认真听取了华菱涟
钢X80产品试制报告、 第三方机构检测报告、
驻厂监造报告以及专家现场考察和用户使用
报告。 经过专家组闭门讨论， 李鹤林院士当

场宣布， 华菱涟钢15.3mm和18.4mm厚度规格
的X80热轧卷板 ， 分别通过小批量和单炉鉴
定， 产品符合中石油相关技术要求， 可以转
入批量和小批量生产阶段。

X80管线钢是目前世界上大规模应用的
强度级别最高的产品 ,代表了长距离管道输
送的最前沿技术。 中石油鉴定认为， 华菱涟
钢X80热轧卷板能满足国家石油天然气重点
管道工程项目的技术要求， 具备为市场提供
质量稳定、 服务优良的高强度管线钢产品的
能力。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谭
萍）根据国家天文台出版的《中国天文年历》，22
日13时30分迎来今年的冬至节气。 省气象台预
计，随着22日下午省内雨势渐弱，明天全省大部
分地区天气较好， 未来一周省内无明显降水发
生；24日、25日早晨， 省内将出现零摄氏度以下
低温，西部和中北部出现霜冻的可能性较大。

冬至过后， 我国各地气候进入最寒冷的阶
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九”。我国民间将冬至后

的81天划分为9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为9天， 称作
“冬九九”，也就是常说的数九寒冬。据气象资料统
计，每年的冬至前后常有强冷空气南下，造成骤然
降温，并伴有大风、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

冬天动一动，少闹一场病。 专家建议，此时
节一定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比如慢跑、打
拳、舞剑等，以提高耐寒能力。在日常饮食中，应
多吃些御寒食物，如海带、菠菜、大白菜、玉米、
藕、胡萝卜、百合、牛羊肉等。

我省水利普查通过阶段验收
674万多个清查对象摸清“家底”

冬至到 雨水歇
24日、25日早晨，省内将出现零摄氏度以下低温

12月21
日晚，长沙县
城管执法大
队联合公安、
街道等单位，
对县城及周
边的夜市进
行检查整治。
他们通过先
宣传规劝要
求自行整治、
后执法整改
等方法，规范
节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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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工作成绩显著
共清理无照经营19.98万户， 查办无照经营案件1.94万起

首个示范性职教集团创建启动

涟钢X80管线钢通过鉴定
进入中石油高级别管线钢供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