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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夏似飞 唐
婷 陈昂）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来到省委网信办、湖南日报社
华声在线、湖南广播电视台芒果TV、红网，
调研我省网信工作和新媒体发展。徐守盛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党
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牢固树立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做到尽责、守正、创新、引领，深入推进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着力做大做强网
上主流舆论阵地。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许又声，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参加调研。

让网信事业发展更好造福人民
徐守盛一行首先来到省委网信办调研，

亲切看望网信办工作人员，详细了解网络宣
传、舆论引导、舆情监测、应急值班、网络治
理等工作情况， 对网信工作在凝聚共识、防
范风险、服务百姓、保障安全、促进发展上取
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徐守盛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的重大意义， 进一步认清形势，明
确任务，以坚定的政治态度促进全省网信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
新的发展方向， 要牢牢把握发展的历史机遇，
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网络发展更好地造福人
民。 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传播正能量作
为网上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 唱响正气歌，提
振精气神。 要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进一步
巩固和拓展舆论阵地。 要大力推进信息化发
展，把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全省重点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打造，大幅提升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打通经济社会发展大动脉。 要树
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加
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障体系，筑牢网络安全防线。 要抓好互
联网领导型人才、创新型人才、技术型人才的
培养、引进和使用，建立适应网信特点的人才
评价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切实破解网信
事业发展的人才瓶颈。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
识网信事业在全局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把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努力构建全
省“一盘棋”的工作体系。

传播主流声音 讲好湖南故事
来到湖南日报社华声在线，走进一楼大

厅，迎面就是由10家报刊、10家网站、新湖
南客户端、60多个微信公众号组成的湖南日
报社媒体传播矩阵。徐守盛详细了解华声在
线和新湖南客户端发展壮大历程，对新媒体
舆论主阵地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随后，徐守盛通过电子触摸屏，阅读了

新湖南客户端当天发布的新闻。湖南日报社
负责人介绍，目前华声在线在全国地方新闻
网站位居前五，新湖南客户端下载数已突破
1100万，居全国党报新闻客户端第一方阵。
徐守盛叮嘱，要把华声在线和新湖南客户端
更多地宣传到省外、境外，进一步提升影响
力和知名度。

在编辑部，网络问政平台“投诉直通车”
引起了徐守盛的关注。问政平台整合了报纸、
手机、网络多个渠道的群众来信来访，与全省
900多家政府部门进行联动，对老百姓的民意
诉求进行及时回复、反馈、跟踪。徐守盛称赞：
“这就是主流媒体发挥的主流作用。 要牢牢
守住这个主阵地，积极发声，动员全社会力
量共同传播正能量。 ”

来到华声在线演播室，徐守盛与金蝶软件
董事长徐少春等5位远在深圳的湘籍互联网创
业代表视频连线。 5位创业者均来自在外创业
的湘籍人士发起成立的湖湘汇和新湘会。 连线
中，徐守盛为大家“身在异乡、心系家乡”的情怀
点赞。他说，信息化是湖南“四化两型”战略中的
重要部分，也是湖南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所
在。 湖南正在积极搭建各类创新创业平台，欢
迎更多在外打拼的老乡回湘创新创业，把先进
的做法和经验带回家乡。

考察中，徐守盛说，当前，湖南正立足
“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着力打造对外开放新
高地。希望华声在线与新湖南客户端牢牢守
住新闻舆论主阵地， 充分发挥平台优势，传
播主流声音，讲好湖南故事，为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发挥更大作用。

坚持创新引领 推进台网融合
适应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趋

势， 湖南广播电视台正大力推进台网融合和
芒果TV“独播战略”。 徐守盛走进芒果TV平
台运营中心， 详细了解互联网电视、 视频网
站、手机APP等视频平台运营新模式。《湖南
新闻联播》、《经视新闻》 等权威新闻在芒果
TV上分条播发，第一时间生动、精准传播省
委、省政府声音，日均视频播放量超过1.6亿。
徐守盛充分肯定了芒果TV快速发展所取得
的成绩，他说，创新是时代的最强音，新媒体
发展要锐意创新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国际、
国内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媒体的影响力。

芒果TV还充分发挥在年轻用户群体中
的传播优势，构建“一云多屏”体系，推出“芒
果直播”应用。 徐守盛点赞这种勇于创新的
精神。他指出，芒果TV的用户群体以年轻人
为主，要根据这个受众群体的特点，摸清用
户需求和收看习惯，把创新贯穿始终，把传
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势融合起来，把主流价
值观传播出去， 形成自己独特的创新品牌，
满足观众的需要。

传承红色基因 时刻服务百姓
红网目前总用户数突破2700万。 徐守盛

来到红网时， 正处于一天之中网络访问量最
高的时段。 眼下，杨梅已熟，红网推出了“新化
杨梅来了”新闻专题，帮助果农打开市场。“你

们的内容扎根湖南， 帮助好的农产品走出
去，解决了农民最担心的问题。”徐守盛称赞
道。

在脱贫攻坚这个主战场上， 红网积极创
新，开办扶贫频道，策划了“N+1精准微扶贫”
活动，动员爱心网友参与精准扶贫。徐守盛点
击鼠标，启动了这一活动。“这个活动很有意
义。”他要求，通过新媒体平台动员全社会的
力量，架起脱贫攻坚的网上桥梁。

红网是反映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问题的
重要平台，近年来累计为网民群众提供各类
咨询服务18万多次， 协调解决问题12万多
个。

“能解决就解决，能答复就答复，这是党
在新形势下联系人民群众的新模式，一定要
把这个平台做好、用好。”徐守盛叮嘱红网负
责人，“我们的党植根于人民， 来源于人民，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红网成长于
湖南这片红色土地，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角
落。希望红网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植根于广大老百姓当中，围绕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想老百姓所想，帮老百姓所需，解老百
姓所忧，时刻服务百姓，善用‘网言网语’讲
好故事，弘扬主旋律，让红网更‘红’。 ”

调研中， 徐守盛说， 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建党95周年， 我们要牢记党史， 立足我
省党史资源丰富的优势， 充分发挥各类媒
体特别是新媒体的作用， 用鲜活、 生动、
接地气的报道， 大力宣传好党的光辉历程
和丰功伟绩。

徐守盛在调研网信工作和新媒体发展时强调

深入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做大做强网上主流舆论阵地

我省实施森林
禁伐减伐三年行动

禁伐区面积达7990万亩，
减伐区林木采伐量每年递减20%
� � � �
� � �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刘勇）省政府新闻
办今天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 省林业厅副厅长
柏方敏在会上宣布， 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
月31日，我省实施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以促进
森林资源质量进一步提高、生态功能进一步完善。

禁伐范围包括，全省境内的国家级公益林、省
级公益林，以及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旁第
一层山脊以内的森林，共涉及面积7990万亩，占全
省林地总面积的41%，涉及铁路、高速公路、国道和
省道里程数2.5万公里。

同时，对已经划定为国家、省部级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63个县市区，实施森林减伐，每年在上年度
采伐量的基础上减少林木采伐量20%。

柏方敏介绍，我省森林覆盖率达59.57%，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出37.91个百分点，但是，我省的森林
资源质量并不高。 省委、省政府从保护生态、让森
林休养生息的高度出发，在国务院批复我省“十三
五” 期间森林采伐限额减少691.6万立方米的基础
上，自我加压，决定实施森林禁伐减伐三年行动，
再减少森林采伐182万立方米。

据发布，对禁伐范围内的林农，省财政每年将
拿出4000万元用于专项补助， 并且可能根据财政
状况适当增加投入；依照核实的实际减伐量，省财
政将从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增量资金中， 给予63
个减伐县市区适当补助。

柏方敏表示，我省将加快发展森林康养、林业
碳汇、林下经济、花卉苗木、森林旅游等绿色富民
产业，在不砍树、少砍树的前提下，通过“卖空气”、
赏景观等方式，挖掘森林的经济效益；对湖南境内
的林业企业， 将引导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
经营转向，发展高利用率、高附加值的木竹经营加
工，发展替代产业。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王亮 宋荷花） 今天的橘子洲， 犹
如一艘航空母舰漂浮在湘江水面。 满满一
江水， 也让湘江看起来比以往都开阔， 正
应了“潮平两岸阔” 的说法。 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水文局获悉， 湘江长沙站水位从13
日1时31.17米开始上涨， 16日16时达到洪
峰水位34.85米， 流量15100立方米每秒。

来自省水文局的信息表明， 湘江迎来
今年以来最大洪水。 今天13时， 湘江干流
控制站湘潭站出现37.24米的洪峰水位 （警
戒水位38米）， 相应流量达15000立方米每
秒， 比枯水期流量大了20余倍， 水位、 流

量均为今年以来最大值。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 湘、 资、 沅、 澧

四水各控制站水位都有所上涨， 湘江干流
及部分支流水位涨幅较大， 湘江干支流共
6站次超警， 部分站点超实测历史最高水
位和保证水位。

湘江一级支流涓水射埠站16日3时40
分出现50.63米的洪峰水位， 超警戒水位

4.13米， 超保证水位2.63米， 超实测历史
最高水位0.57米， 重现期约50年一遇； 湘
江一级支流渌水大西滩站16日1时出现
52.81米的洪峰水位， 超警戒水位3.31米，
超保证水位2.31米； 潇水双牌站14日7时
36分出现130.96米的洪峰水位， 超警戒水
位1.36米。 截至今天15时， 涓水射埠站、
渌水大西滩站、 潇水双牌站水位均在缓慢

下降， 但仍在警戒水位以上。
湘江一级支流涟水双峰站 16日 0

时出现 77 . 30米的洪峰水位 ， 超警戒
水位 1 . 30米 ， 今天 9时已退至警戒水
位以下 。

湘江干流老埠头站 14日 16时出现
102.23米的洪峰水位， 超警戒水位0.23米；
湘江干流归阳站15日8时出现44.90米的洪
峰水位， 超警戒水位0.90米。 受后续降雨
及上游来水影响， 老埠头站、 归阳站洪水
稍退后复涨， 预计老埠头站17日2时洪峰
水位103.2米左右， 归阳站17日17时洪峰
水位约46.0米左右。

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解除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柳德

新）根据当前汛情和《湖南省防汛应急
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指决定，自今天
18时起，解除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省防指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密
切关注天气变化， 继续做好当前防汛
抗灾各项工作。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
员 祝林书） 记者今天从省减灾委办公室、
省民政厅获悉， 我省在今天上午8时启动省
级III级救灾应急响应。 9时， 国家减灾委、
民政部针对当前我省严重洪涝灾情紧急启
动国家IV级救灾应急响应。

6月14日至15日， 我省湘中以南地区出
现强降雨天气过程， 部分地区有暴雨， 局
地大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 截至6月16日8时统计， 暴
雨洪涝灾害共造成全省10个市州51个县市
区106.1万人受灾， 因灾死亡 （失踪） 8人，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4.46万人， 需紧急生活
救助人口1.02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59.3
千公顷， 绝收面积11.8千公顷， 倒塌房屋
1951间， 严重损坏房屋7021间， 直接经济
损失7.56亿元。

目前，省减灾委办公室、省民政厅已向

灾害较重地区调拨棉被、 毛毯等救灾物资
5000床（件），省民政厅商省财政安排下拨
省级救灾应急资金，协助灾区做好受灾群众
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工作。 国家减灾委、民
政部也已派出工作组赶赴我省灾区，帮助和
指导受灾地区组织开展受灾群众生活救助
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 受灾严重的株洲、湘
潭、衡阳、邵阳、怀化、娄底6市已下拨救灾应
急款物价值2000余万元。

无中度污染及以上天气

5月湖南空气质量不错
吉首、张家界、怀化居一、二、三位，
湘潭、长沙、株洲居倒数一、二、三位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曹娴） 省环保厅今
日发布， 5月全省14个市州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
达标天数比例为97%， 空气质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吉
首市、 张家界市和怀化市， 空气质量倒数一、 二、
三位的城市分别是湘潭市、 长沙市、 株洲市。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统计显示： 5月我省
14个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范围在87.1%～
100%之间， 平均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3%， 无中
度污染及以上天气。 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
染物是细颗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

天气看上去很好， 但看不见的臭氧却在偷偷
“搞破坏”。 与4月相比， 14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上升0.7%。 主要污染物中， 二氧化
硫、 二氧化氮、 PM10和PM2.5的月均浓度分别
下降了9.5%、 15.4%、 1.6%和7.7%， 但臭氧的月
均浓度上升了12.3%。

与去年同期相比， 14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上升了14.2%。 其中， 吉首市优良天
数比例继续保持100%， 其余13个城市优良天数
比例也均有不同幅度上升。 14个城市的主要污染
物中， 仅臭氧的月均浓度比上年同期上升6.2%，
其他5项主要污染物月均浓度均下降。

近百作家签约
湖南日报与新湖南

建立“湖南文库”，
及时、系统发表推介签约作家作品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李婷婷） 今天下
午，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长沙闭幕。 大会
现场， 来自各文学创作领域的近百位作家签约湖
南日报与新湖南。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讲
话精神及省委关于繁荣湖南文艺创作事业的战略
规划， 把湖南日报社办成湖南文艺文史创作第一
高地，湖南日报社决定建立“湖南文库”，以湖南日
报和新湖南两大主流媒体为主平台， 集结湖南文
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力量， 为湖南作家评论家提供
作品发表的核心园地；并汇聚相关数据，对湖南文
艺创作与批评的价值进行深度开掘， 使创作者的
成果得到更有效的推广和开发。

据了解，“湖南文库”即将签约百位作家。 此次
作代会现场已成功签约第一批，不仅有王跃文、阎
真、水运宪、何立伟、姜贻斌、欧阳友权、邓宏顺、聂
鑫森、何顿、汤素兰、梁瑞郴等著名作家，也有谢宗
玉、马笑泉、沈念、万宁、刘克邦、薛媛媛、唐樱、纪
红建、卢年初、余艳、邓湘子、魏剑美等实力派作
家，还有修正扬、潘绍东、戴希、周伟、凌鹰、周静、
毛云尔、彭晓玲等青年作家新锐，向娟、李晓敏等
网络作家也加入了这个方阵。

6 月 16
日，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徐守盛考
察湖南日报社
华声在线、新
湖南客户端，
了解湖南日报
社新媒体建设
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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