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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开展密切

有效的协作，加强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上海合
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
亚欧会议等框架下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
中的权威性和核心地位，同国际社会一道，致力
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稳
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
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建设开放型世

界经济， 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会谈后， 普京向习近平授予俄罗斯国家
最高勋章“圣安德烈”勋章。

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
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联邦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
合声明》，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

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7年至
2020年）》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
合声明》以及经贸、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金融、文化、创新、媒体、信息网络、检验检
疫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交换。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同日， 习近平向俄罗斯无名烈士墓敬献

花圈。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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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杨粲）面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全省上下勠
力同心、合力抗洪。今天，省防指召开新闻通
气会，省防指秘书长、省防汛办主任罗毅君通
报了今年6月22日以来我省汛情及防汛抗灾
情况。

6月22日以来，我省遭遇今年以来最强降
雨过程，强降雨总量之多、范围之广、强度之
大、历时之长，洪峰水位之高、超历史水位河
段之多，均为历年罕见。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达
11天，全省200毫米和300毫米以上降雨笼罩
面积，分别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3%和43%。

持续性强降雨造成湘江、资水、沅水连续
两次发生超警洪水。 湘江干流老埠头站以下
580公里河段全线超过保证水位， 其中2/3河
段水位超历史； 长沙站7月3日洪峰水位达
39.51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0.33米。资水干流
653公里河段、沅水干流全线超保证水位。湘、
资、沅三水从不同方向汇入洞庭湖，组合流量
最多达81500立方米每秒，为有资料记录以来
之最。洞庭湖3471公里堤段全线超警戒，其中

1/3堤段超保证水位。
面对罕见洪魔，各级党政领导靠前指挥，

科学调度， 把防汛抗灾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
重大任务，有序、有力、有效开展防汛抗灾。

全力确保人员安全。 山区各县市区通过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向3.8万防汛责任人
发送预警短信28.7万条、 启动预警广播2.5万
余站次，为人员转移避灾赢得了主动。各地提
前转移受威胁群众121.59万人，杜绝了群死群
伤，绝大部分县市区实现了零伤亡。

科学合理调度水库。 各类水利工程充分
发挥了拦洪错峰作用。在抵御高洪水位时，省
防指先后下发洪水调度令34个， 科学调度重
点大型水库，极大减轻了沅水、资水、湘江下
游及洞庭湖区的防洪压力。 在本次洪水过程
中，五强溪、柘溪水库在洪水来临前分别降至
汛限水位以下2.72米、7.85米， 共增加调洪库
容9.86亿立方米， 降低下游洪峰水位2至2.5
米，使桃江、益阳等地免遭“灭顶之灾”。

着力加强巡查处险。严格落实责任，强化
24小时巡查值守，共出动27万余人对湘江、资

水、沅水流域和洞庭湖区超警堤防、地质灾害
隐患点、山洪灾害易发区、水库山塘等重点部
位、重点地段开展拉网式、无死角的地毯式巡
查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强化做好
应急处置准备。 各地及早发现险情， 快速反
应、果断处置、科学处险，确保了重大工程安
全。省防指派出36个工作组到各地检查指导，
并派出16个由省防指成员单位带队的督导
组，在湖区各县督查巡堤查险工作。

有关各方合力抗洪。省防指精心组织，省
防指成员单位各司其职。解放军、武警部队出动
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14900余人，及时支援地
方抢险救灾。各级党委、政府围绕实现“五个确
保”要求，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全力抗灾，全
力保障灾区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
有临时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

截至4日14时， 湘江水位正缓慢下降，资
水只有个别站点超警且呈落势， 沅水全线退
到警戒水位以下，洞庭湖区在5日出现洪峰后
水位也将逐渐降低。洪涝灾区社会稳定、秩序
井然。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任泽旺 唐日明）深入扶贫一线实地查
看，走进贫困户家中问寒问暖。今天，副省长
向力力来到永州市江永县，调研扶贫攻坚工
作。向力力一行先后来到该县“中国社会扶
贫网”管理中心和村级运营中心、县职业中
专学校、凉伞树“四跟四走”产业扶贫基地、
上甘棠“旅游+扶贫”项目等处调研。

向力力在调研中强调， 抓好扶贫攻坚
工作要以问题为导向切实抓好整改。 要根
据前段时间督查发现的问题， 对照上级要
求，一一落实具体的工作措施。其中，精准
识贫一定要摸清贫困人口的底子， 找到真

正的贫困户。 精准析贫要弄清贫困户致贫
的原因，为精准施策打基础。精准施策要增
强措施的针对性， 从贫困人口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做起，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扶
贫工作还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大力开展
教育扶贫、文化扶贫、社会扶贫等，形成工
作合力。同时，要把加强扶贫攻坚与推进县
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通过做大做活做优
县域经济， 为扶贫攻坚打下良好基础。为
此，一定要解放思想，抓好产业协调布局。
要发挥资源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引进大企
业、龙头企业，搞好精深加工，把资源优势
转化成发展优势。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
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赶赴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查指导防汛抗灾和灾
后重建工作。他要求，把防汛抗灾摆在当前
工作的首要位置，坚定信心、形成合力，坚
决打赢这场硬仗。

6月22日以来， 自治州连续遭遇特大
暴雨，造成江河陡涨，山洪地质灾害频发，
损失严重。

在泸溪县，陈向群查看了浦市镇防护大
堤、排涝泵站、青草村，详细了解受灾人口、
大堤加固和泵站运转等情况，要求把群众生
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大救灾力度，尽快恢
复生产。在武溪镇上堡村、高新区受灾群众
安置点、五里洲大桥和洗溪镇峒底坪村地质

灾害点，陈向群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灾人
员，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疫病防控，
确保群众正常生活。在凤凰县，陈向群查看
了水打田乡地质灾害点和长潭岗水库。

陈向群指出， 自治州是全省脱贫攻坚
的主战场， 又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 多发
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坚决把
省委、 省政府关于当前防汛抗灾的决策部
署落实到位。当前，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
情变化情况，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严防死守
重点区域。 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疫病防
控、工程抢修、电力恢复等重点工作，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认真核查灾情，因地
制宜开展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尽可能
减少损失。

陈向群在自治州检查指导防汛抗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时要求

坚决打赢防汛抗灾这场硬仗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王茜）今天，省
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赶赴宁乡督战
防汛抗灾。他强调，面对洪灾，要进一步坚定
目标、坚定决心、坚定信心，鼓舞社会各界打
赢防汛攻坚战的士气，共同维护大局稳定，携
手共渡难关。

连日来，宁乡降雨强度特别大、范围特别
广，但宁乡人民没有被击垮。走进宁乡，随处可

见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奋战场面。玉谭街道春
城万象商城旁，水泵正源源不断将地下商城的
积水抽出，街道负责人说，干部24小时轮流守
候，今晚就可以把地下商城的通道抢出来。双江
口镇闸坝湖大堤上，抗洪救灾队正全力填装沙
袋，队员陈建清告诉易炼红书记，大家已在此奋
战3天，虽然非常疲惫，但保卫家园的信念从未
动摇。坝塘镇坝塘村部分堤段发生漫堤，大水刚

刚减退，党员干部们就赶回来抢修水毁工程，希
望尽快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偕乐桥镇八石村村
部目前已是当地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易炼红
赶来看望时， 大家积极乐观地表示， 有各方支
援，一定能够很快重建家园。

一路上，洪水肆虐留下的大量垃圾、淤泥，
让易炼红十分揪心， 每到一处他都鼓励大家振
奋精神，勇敢面对自然灾害，并肩共克时艰。返程
路上，易炼红在车上紧急调度，从长沙警备区、高
新区紧急抽调了数百名民兵预备役人员和环卫
工人赶赴宁乡县城， 中联重科等企业主动请缨
派出87台环卫机械驰援， 今晚就帮助当地搬运
垃圾、清理环境，还群众往日的舒适安宁。

易炼红赶赴宁乡督战防汛抗灾时强调

维护大局稳定 携手共渡难关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徐亚
平）7月3日至4日，副省长何报翔深入岳阳防汛
一线，督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何报翔要求，要
迅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来
岳阳督导防汛抗灾工作时的讲话精神，树牢防
大汛、抗大灾、抢大险思想，面对超历史水位要
有超历史的措施，确保不溃一堤一垸，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何报翔一行先后察看了岳阳县麻塘大
堤、中洲大堤，汨罗市磊石垸，云溪区永济垸
和湘阴县沙田垸等防汛重点地段，督查防汛
备汛、人员值守、后勤保障等情况，指导防汛
救灾工作。每到一处，何报翔看得实，问得
细，查得严。他要求，要全面动员，突出重点，
科学调度，严密防守，确保湘江、洞庭湖、长
江一线大堤的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重

大险情地要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及时发现
险情，及时处理险情；同时，要加强市县两级
督查。

在岳阳防汛会商会上，何报翔强调，要再
动员，全省防汛抗灾的关键在岳阳，岳阳的关
键在湘阴， 湘阴的关键在超历史最高水位的
堤垸， 要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有序投入
战斗， 特别要组织技术专家团队支持湘阴抗
洪；要再部署，后段雨水汛情复杂严峻，岳阳
全市上下要立足打好洞庭湖、 长江区域总体
战；要再落实，进一步明确分工，做好后勤保
障，坚决打赢湘阴抗洪保卫战、平江救灾攻坚
战和防汛抗灾持久战。

何报翔督战岳阳防汛救灾时要求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防指通报6月22日以来我省汛情及防汛抗灾情况

全省上下 力同心斗洪魔
●洞庭湖3471公里堤段全线超警戒，其中1/3堤段超保证水位
●81500立方米每秒！湘资沅三水入湖组合流量超历史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苏莉）湘江水
位连续多日高位运行，湘江湘潭段大堤是否
安全，防汛查险工作是否到位？7月4日晚，省
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赶赴湘潭
市，对湘潭防汛抗洪工作来了个“回马枪”式
检查。

晚上8时许，黄兰香一行踏着夜色，来到7
月3日下午巡查过的仰天湖大堤。此处两水夹
堤，防汛形势严峻。黄兰香手持电筒、木棍，脚
穿套鞋，用手中的木棍拨开护坡上的草丛，仔

细查看是否有渗水、鼓泡。见到巡查人员设备
简陋，她叮嘱堤上的负责人，巡查人员必须配
备“三个一”：一个手电筒、一根木棍、一件救
生衣。

晚上9时许，黄兰香一行驱车经过九华经
开区双庆泵站时， 见到数台挖掘机及抢险队
伍正在热火朝天地作业。了解得知，4日中午，
泵站对面渠道涵洞出现穿孔险情， 幸好及时
发现全力处险，险情得到控制。

“有险情不可怕，关键是要及时发现，及

时处理。” 黄兰香向正在紧张作业的抢险救
援工作队伍表示感谢。她说，未来几天，湘江
湘潭段还会保持高水位，还有可能出现险情。
要做最坏的打算、最充分的准备，查险排险要
做到无死角、无遗漏。

随后， 黄兰香一行来到湘江风光带九华
段八标段， 查看曾经出现渗漏险情的地方处
险是否到位。走上大堤，黄兰香发现堤上一片
漆黑。“在出现险情的堤段为什么没有安装电
灯？”黄兰香询问闻讯赶来的工作人员，并要
求迅速架设临时电线，提供照明，安排专人24
小时值守。

离开九华经开区，已是深夜10时，黄兰香
一行又继续向下一个巡查点———岳塘区向家
塘堤段赶去。

黄兰香夜巡湘潭湘江大堤时要求

查险排险要做到无死角、无遗漏

湖南日报7月4日讯（通讯员 周琪 记
者 刘文韬）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一部
署和省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计划，6月中
旬，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友志、秘书长彭
宪法率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分赴长
沙、株洲、邵阳、郴州4市开展著作权法贯彻
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中广天择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酷贝拉欢乐城管理有限公
司、株洲·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神农大
剧院等企业单位，实地检查知识产权及版
权保护工作，并派出暗访组对邵阳、郴州
两市10余家书店、印刷厂和电脑市场进行
了暗访。同时，还听取了所到市及部分县
区政府、相关部门贯彻实施著作权法情况
的汇报，召开了有企业、部门和单位参加

的座谈会。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公众著作权保护

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版权行政执法监管
力量薄弱、 应对网络侵权能力不足等问
题，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对相关法
律法规学习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全社会著
作权法律意识；进一步加大对著作权的保
护力度，做好服务，强化监管，严格执法，
积极引导相关产业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政策措施，努力为著作权
保护提供坚实保障。 要抓住创新这一根
本，促进著作权创造，将著作权转化为产
业发展的动力； 要突出严格保护这一关
键，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抓住社会
共治这一重要手段， 形成全社会保护著作
权权益的共识。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著作权法执法检查

向力力在永州调研时强调

切实抓好整改，推动扶贫攻坚

陈惠芳

“送孕妇也是抢险”。这两天，湖南日报
一条暖心的新闻被各媒体广为转载———前
往泸溪县指导抗洪抢险的国家防总工作
组，腾出一台车辆安全转送一名临产孕妇。
短短一天多时间，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
等媒体上的点击量便超过十万次。

原来，7月1日上午，国家防总工作组在
湖南泸溪县浦市镇指导抗洪抢险时， 发现
一辆救护车因路面积水太深无法继续前
进。车上搭载着一名临产孕妇。孕妇的母亲
情急之下，拦下了迎面开过来的车队。得知
事情原委后，国家防总工作组组长、长江水
利委员会建管局局长徐勤勤， 立马让另一
辆车的乘员挤到自己坐的车上， 腾出一辆
车护送这名孕妇一家去泸溪县人民医院。

一般情况下， 滔滔洪水面前谁都希望
尽快离开险境。由此大胆推测，这位拦车的

母亲， 对于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出现自己期
待的结果， 当时恐怕心里也很难有十足的
把握。但一句“送孕妇也是抢险”，足以让这
位母亲的种种担心一扫而光。

正是这样一句话， 道出了一名党员干
部那种“以人民之心为心”的宗旨理念。让
两车的乘员挤到一辆车上， 让一辆车折返
护送一名素不相识的孕妇，这样的举动，体
现的是公心，映照的是境界。

以人民为中心， 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与落脚点。 在抵御这场历史罕见的
特大洪水中，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党
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与号召
力， 靠的就是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所
形成的强大合力。

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怎样一种
方式呈现？或许能从这则“送孕妇也是抢险”
的新闻中找到答案。洪水中，送的是孕妇，送
的是情意，送的更是优良的传统与作风。

送的是孕妇，体现的是作风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
讯员 李焱华）今天下午6时28分，在泸溪县
人民医院6楼产科， 一个男婴的啼哭声，让
气氛瞬间轻松起来。“顺产， 母子平安！”晚
上， 产妇叶红的母亲姚玉珍在电话中开心
地告诉记者， 她打算跟小孩的爷爷奶奶商
议，给小孩取个小名叫“宏生”，既有大洪水
时出生的意思， 更有一种对国家防总工作
组的感恩之意。

湖南日报今天独家报道的《国家防总工
作组车辆临时调头———“送孕妇也是抢
险！”》，经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转载后，
迅速传播，引发热烈反响。中国水利网及新
浪网、凤凰网、今日头条等门户网站均第一
时间转载湖南日报报道。今天上午，国家防
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点赞湖南日报

独家报道，并建议更多宣传受灾地区干部群
众自力更生、 抓紧重建家园的感人事迹。今
天中午，中国水利报记者主动联系湖南日报
记者，并对产妇叶红的母亲姚玉珍进行电话
采访。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特别是泸溪
县干部群众看到报道后，纷纷转发、点赞。
泸溪县小章乡梓木坪村第一书记杨华说，
国家防总工作组车辆临时调头，将孕妇及
时送到医院，体现了“生命至上”的防汛抗
洪救灾理念，令人肃然起敬。“一边是指导
抗洪抢险的国家防总工作组，一边是被困
在水中临产的孕妇， 让我真正感受到：国
家的名义与个人的利益，两者的联系是如
此紧密。” 泸溪县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张晓
凤说。

■报道后续

小孩顺产，小名“宏生”
水利部部长陈雷点赞湖南日报独家报道

严阵以待
7月4日下午，

岳阳市君山区洞庭
湖大堤柳林洲段，防
汛人员进行巡查。当
天上午8时，洞庭湖
超保证水位， 该区
5000多干群严阵以
待，对每座穿堤涵闸
安排专人轮流防守，
确保重大险情及早
发现、及早会诊、及
早处置。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王吉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