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苹岛以上干支流卫星遥感影像图。 图中的环形小岛为永州苹
岛， 左边河流为广西兴安县至永州苹岛河段 （原湘江上游， 现湘江支
流）， 右边河流为潇水 （现湘江干流）。 省水利普查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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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柳德新）
湘江源头在哪里？ 很多人都会说是广
西兴安县白石乡。 如今， 这个说法要
改了。

今天发布的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
查成果表明， 湘江源头在我省蓝山县
紫良瑶族乡。 具体发源地在该乡国家
森林公园的野狗岭， 也就是潇水发源
地。 这一成果， 已得到国务院水利普
查办和水利部的权威认定。

此前普遍认为， 湘江发源于广西
兴安县白石乡， 在永州零陵区的苹岛
（潇湘八景中的“潇湘夜雨” 所在）
与发源于蓝山县的潇水汇合。 此次水
利普查的结果， 最终改变了这一多年
来的说法。

如何确定河流源头？ 约定俗成的
原则是“河源唯长、 水量唯大、 主流
唯正”。 国务院水利普查办 《河流干
支流关系确定原则意见》 明确， 根据
干支流交汇处以上的河长、 流域面
积、 径流量、 比降 （河长起算点高程
差） 以及河流交汇处河势， 综合确定
河流干支流关系。 其中， 河长、 流域
面积是最重要的因素。

2011年， 省水利普查办在开展河
湖基本情况普查时， 对湘江干支流关
系进行核实、 调查； 受水利部水文局

委托， 南京水利科研院利用数字线划
图、 卫星遥感影像等技术手段， 对湘
江干支流有关数据进行计算、 复核。
结果表明： 蓝山县至永州苹岛河段
（潇水） 河长 346公里， 流域面积
12094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径流量
116.1亿立方米， 平均比降0.761‰；
广西兴安县至永州苹岛河段 （原湘江
上游） 河长262公里， 流域面积9208
平方公里， 多年平均径流量97.5亿立
方米， 平均比降0.647‰。 无论河长、
流域面积还是径流量、 比降， 蓝山县
至永州苹岛河段 （潇水） 均大于广西
兴安县至永州苹岛河段 （原湘江上
游）； 从河流交汇处河势看， 蓝山县
至永州苹岛河段 （潇水） 也比广西兴
安县至永州苹岛河段 （原湘江上游）
更宽 （详见附图）。 据此， 国务院水
利普查办和水利部认定， 蓝山县至永
州苹岛河段 （潇水） 为湘江干流， 湘
江源头在蓝山县； 广西兴安县至永州
苹岛河段 （原湘江上游） 为湘江支
流。

省水利普查办技术负责人胡贡生
介绍， 从蓝山县湘江源头计算， 湘江
干流全长948公里， 比原来长了92公
里； 湘江流域面积94721平方公里，
比原来大了61平方公里。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刘利民 刘金军）经省政府批准，
省水利厅、 省统计局今天向社会发布
《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公报》。 通过
历时近3年的水利普查，查清了我省江
河湖泊基本情况， 首次摸清了全省水
利“家底”。

河湖基本情况。 流域面积50平方
公里及以上的河流1301条， 总长度为
46011公里。 常年水面面积1平方公里
及以上的湖泊156个， 水面总面积
3370.8平方公里（不含跨省界湖泊境
外面积）。其中，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
湖泊1个（洞庭湖），水面总面积2647平
方公里。

水利工程基本情况。 水库14121
座， 总库容530.72亿立方米。 水电站
4467座，装机容量1534.81万千瓦。 堤
防总长度18684.87公里，其中5级及以
上的堤防长度11794.15公里 （包括
291.34公里在建堤防）。 农村供水工程

508.97万处， 总受益人口4460.21万
人， 其中集中式供水工程6.67万处，受
益 人 口 1810.58 万 人 。 灌 溉 面 积
4686.34万亩 ， 其中耕地灌溉面积
4400.11万亩。设计灌溉面积30万亩及
以上的灌区23处， 灌溉面积745.34万
亩。 地下水取水井622.56万眼，地下水
取水量共16.17亿立方米。

经济社会用水情况。 经济社会年
度用水量349.83亿立方米， 其中农业
用水217.57亿立方米。

河湖开发治理情况。 共有河湖取
水口63558个，地表水水源地740处。全

省有防洪任务的河段长度为22028.90
公里，占河流总长度的64.1%。其中，已
治理河段总长度为5169.21公里，占有
防洪任务河段总长度的23.5%；在已治
理河段中， 治理达标河段长度为
2066.8公里， 占有防洪任务河段总长
度的9.4%。

水土保持情况。 土壤水力侵蚀面
积32288.31平方公里。

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情况。 共有水
利行政机关及其管理的企（事）业单位
2942个，从业人员83397人；乡镇水利
管理单位2185个，从业人员12135人。

省水利厅厅长、省水利普查办主任
詹晓安表示，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成
果内容丰富，数据可靠，为我省科学治
水提供了决策依据。 从普查成果看，全
省基本形成了覆盖城市乡村、功能较为
齐全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但仍然存在
很多薄弱环节。 比如，有防洪任务的河
段建设治理任务繁重，农村集中式供水
工程覆盖范围还有待扩大。

根据国务院决定，2010年至2012
年开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普查的
标准时点为2011年12月31日， 普查时
期为2011年度。

本报深圳5月20日电（记者 李勇）
第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今天在深圳落下帷幕。 经文博
会评审委员会评审决定， 文博会优秀
组织奖、优秀展示奖、设计精品奖、中
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等四大奖项揭
晓，我省荣获两项大奖。 其中，湖南省
委宣传部获优秀组织奖， 湖南省展团
获优秀展示奖。

深圳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
王京生，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为9个获
奖单位代表颁奖， 湖南参展团组委会
办公室副主任、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副
总编辑王志红上台领奖。

组团参加深圳文博会， 是今年省
委宣传部“湖南文化走出去”的三大主
体活动之一， 省委宣传部成立了专门
的组委会。 作为湖南参展活动的承办
单位，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高度重视，组
织专门团队全力以赴投入工作， 从展
馆创意设计到主题活动准备、 项目推
介，都精心策划组织。 30多人的精干团
队，分成6个小组协同作战，在短短一
个多月时间里， 圆满出色地完成了湖
南主展馆的布展与展示， 策划了精彩
高端的活动， 还协调好了湖南展团
1500多人的观展工作。

展会期间， 湖南主展馆活动精彩
纷呈，人气“爆棚”。 湖南参展团设计的

三大主题活动，每一个都精心策划，成
为文博会上的亮点。 湖南共有28个文
化产业项目现场签约， 投资总金额达
329亿元。 其中，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签

约5个项目，引进资金85亿元，一
举成为最大“赢家”。 深圳文博会
公司总经理叶建强说，湖南展团
整合了“文化湘军”的内涵，为文
博会制造了诸多亮点。 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对湖

南展团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 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蒋祖烜称赞文博会湖南
展团工作是“三个一流”：一流组织接
待、一流成果展示、一流宣传报道。

强有力的宣传造势，为湖南参展工
作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文博会开幕前，
湖南日报推出了76个版的文博会特刊
《文化湖南》， 在展会上成为观众抢手的
纪念品。 华声在线开辟了本届文博会湖

南参展团官网。 分别悬挂在深圳会展中
心正门入口处黄金位置的两块巨幅幕墙
广告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全新起航”
与“昭山心，中国梦”几个大字，吸引了进
场观众的眼球。 组委会还充分调动了所
有宣传力量，形成了从报纸、网络、电视
到户外广告组合的立体宣传攻势。 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
体和各大门户网站都对湖南参展团进行
了充分报道。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王握文 葛林楠） 记者
今天从国防科大获悉， 该校电子
科学与工程学院近日成功研制了
一款新型高性能卫星导航接收机，

可同时接收我国的北斗、 美国的
GPS和俄罗斯的GLONASS三种
信号体制， 定位精度达到10米以
内， 可广泛应用于飞机、 船舶、
汽车等平台。 （下转3版①）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曹娴）
今天，首届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
石博览会闭幕。为期5天的展会，让
参观者享受了一场集观赏、 科普、
淘宝于一体的矿物宝石“盛宴”。

组委会介绍，本届博览会展位
突破1700个，超出原计划展位200
个， 其间不断有展商申请增加展
位。“真没想到中国第一次办矿物
展， 就能把全世界的好东西聚齐
了！ ”一位德国收藏家在观展时惊
讶地说。此次博览会成功聚集全球
50多个国家逾1200家展商， 境外
展商逾600家，规模与影响直逼全
球三大矿物宝石展，奠定了“亚洲
最大的矿物宝石专业展会”行业地
位。

“第一次看到了始祖鸟化石的

‘真身’，原来矿物也可以这么神奇
漂亮！”在展会的最后一天，一位长
沙市民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台国
际大展。 记者看到，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前来观展，各种各样的化石标
本被孩子们带回家， 成为生动的
“课本”。

统计显示，本届博览会人流量
高达15万人次。 即便是一些连续
举办多届的专业展会，其观展人数
也难以相比。 如连续举办59届的
全球最大矿物宝石展美国图森展，
展期约15天，人流量约10万人次；
连续举办49届的德国慕尼黑矿物
宝石展，展期5天，人流量约5万人
次。“中国力量，太可怕了！”美国图
森展组委会首次见识了中国市场
的威力。 （下转3版②）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张斌
冒蕞 通讯员 李昂） 十一届省政
协第2次常委会议今天在长沙开
幕。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主持第一
次大会。

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 袁隆
平、 王晓琴、 杨维刚、 欧阳斌、
童名谦、 赖明勇出席。

上午的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
机关党组成员、 办公厅研究室主
任刘佳义作的协商民主讲座； 听
取了武吉海作的关于“优化政务
环境、 促进转型发展” 调研情况
及向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
的建议案 （草案） 的说明。

“优化政务环境、 促进转型
发展” 是省政协今年的重点调研
课题。 2月下旬以来， 省政协组织
7个调研小组， 分赴14个市州， 深
入各类企业和园区开展调研， 并
征询了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的

意见建议 ， 数易其稿 。 建议案
（草案） 充分肯定了湖南政务环境
建设取得的成效， 客观地剖析了
湖南政务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
并从8个方面提出29条建议， 包
括： 抓好已有政策措施的落实，
出台“湖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条例”； 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 保
障群众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和监督权； 转变政府职能， 精简
审批事项和下放审批权限； 严格
按照“两集中、 两到位” 要求，
加强政务中心建设； 清理规范中
介机构代办收费， 引导中介机构
健康发展； 研究出台扶持引导政
策， 加强对转型发展重点产业和
企业的支持； 加强对涉企行政部
门执行力的监督检查， 建立长效
机制； 共营共建， 形成政务环境
建设的合力。

（下转3版③）

本报5月20日讯 （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在长
沙会见了由埃塞俄比亚内阁部长
艾舒图·德西·郝尔杜法率领的考
察团一行。

考察团成员来自非洲的8个国
家，在结束由商务部和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在京举办的“非洲国家经
济与社会发展总统顾问研讨班”
后，专程来湘学习考察。

孙金龙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
迎。他说，湖南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承担国家对非农业援助项目， 为增

进中非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
来，湖南对非贸易持续增长，连续3
年进出口贸易保持20%以上的增
幅， 随着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 湖南期待与非洲各国
在农业、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人力
资源培训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艾舒图·德西·郝尔杜法说，当
前，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帮助人民
摆脱贫困是非洲国家的共识。愿以
此次访湘为契机，学习借鉴湖南近
年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好
经验。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苏莉）中
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人
大代表，湖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湖南省第六
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党组成员，
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的离休干部
齐寿良，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
5月14日9时58分在长沙不幸逝
世，享年94岁。

齐寿良同志逝世后，习近平、刘
云山、胡锦涛、赵乐际、朱镕基、周
强、毛致用等对其逝世表示哀悼，对
其家属表示慰问，发来唁电、唁函，
或敬送花圈。中央国家机关、中央直
属单位和兄弟省市发来唁电、唁函，
或敬送花圈。 省领导、 省党政军机
关，省、市各部门以不同方式对齐寿
良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

今天上午，齐寿良同志遗体告
别仪式在长沙阳明山殡仪馆举行。
省委书记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代
省长杜家毫，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全国政协提案
委员会副主任胡彪， 省领导黄建
国、李微微、郭开朗、陈肇雄、许又
声、李有新、易炼红、张文雄等敬送
花圈。 刘夫生、孙建国等省领导和
老同志参加告别仪式。告别仪式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主持。

齐寿良同志于1920年3月出
生于山西省定襄县。 1937年10月
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3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
中， 他亲历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
争的风雨洗礼。 （下转3版④）

经国务院水利普查办和水利部权威认定

湘江源头在湖南蓝山
湘江干流全长948公里， 流域面积94721平方公里

我省首次摸清水利“家底”
●共有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1301条， 水库总数14121座
●全省有防洪任务的河段中， 已治理的只占23.5%， 其中治理达标的仅占9.4%�

一流组织接待 一流成果展示 一流宣传报道

湖南荣获文博会两项大奖

高性能卫星导航接收机诞生
可同时接收北斗、GPS和GLONASS

三种信号体制，定位精度达10米以内

“把全世界的好东西聚齐了”

15万人次尽享矿物宝石盛宴
首届中国（长沙）国际矿博会奠定“亚洲

最大的矿物宝石专业展会”行业地位

十一届省政协
第2次常委会议开幕

陈求发主持第一次大会

孙金龙会见非洲客人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齐寿良同志逝世

在本届文博会上， 湖南主展馆开展的节目精彩纷呈， 每天都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欣赏。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