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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禁
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完善治理体
系，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群众，走中国特
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
毒人民战争。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禁毒

委和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中央决策
部署，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推动禁毒工作取
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
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
就一日不能松懈。 要依法严厉打击毒品违法
犯罪，加大重点地区整治力度，坚决摧毁制贩
毒团伙网络， 深挖涉毒黑恶势力及其“保护

伞”，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坚持
关口前移、 预防为先， 重点针对青少年等群
体，深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
成自觉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

1987年12月， 第42届联合国大会决议，
正式将每年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今
年国际禁毒日， 我国的宣传主题是“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理菲利普。

习近平欢迎菲利普访华，指出马克龙总
统和总理先生在半年内相继访华，体现了法
方对发展中法关系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法
关系的高水平。当前，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
杂变化。中方愿同法方一道，不断丰富中法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继续做国家间相互
尊重、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 中法是全面战略伙伴，双
方要强化伙伴意识，坚持相互信任、平等相
待， 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充分发挥中法各个对话交流机制和平台作
用，增进相互了解，深化互信。要着力深化务
实合作，尽早落实已达成的各项合作共识和
协议， 发挥好重大项目的引领带动作用，加
快培育新的合作增长点。中方赞赏法方愿积
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愿本着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同法国
和欧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双方要共举多边
主义旗帜，坚持公平正义，共同维护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中方愿同欧方一道努力，推动
中欧关系行稳致远。

菲利普表示，马克龙总统年初对中国成
功的访问，再次彰显了法中战略合作的重要
性。中国既有长远规划，又能脚踏实地，发展
成就令人钦佩。 法国对法中关系充满信心，
愿继续深化两国经贸、文化交流，推进民用
核能、 航空航天等战略性合作。“一带一路”
倡议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合作设想，符合全人
类的利益。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
的政策，在多边主义面临挑战的今天，拥有
稳定的合作伙伴非常宝贵。法方愿同中方共
同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加强欧盟
同中国的合作关系。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
法国总理菲利普

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陈淦璋
李治 通讯员 肖日凡）今天下午，长沙市
宣布升级楼市调控政策，从项目监管、土
地出让、购房资格、户籍管理、打击炒房
等方面对楼市进行全面调控， 保障刚性
购房需求，遏制投机炒房，自本月26日
起全面施行。

根据长沙市政府办公厅今日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的通知》，共有9条具体措施，分别是：加
强项目监管，加快房源入市；严格落实年
度土地出让计划， 优先保障住宅用地供
应； 在长沙市限购区域（除浏阳市、宁
乡市以外的行政区域）内，进一步加强
商品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
房）购买资格审查；加强市外迁入人员
户籍管理；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炒
作； 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从严从紧；加
大税务稽查力度，严格落实差别化税收
政策；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的，其购房资

格、住房公积金使用可不受限制，但须
取得市组织人事部门认定；要求各区县
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维护房地产市场
秩序。

具体来看，在购房资格方面，长沙市
规定本市户籍家庭在限购区域内已有1
套住房的，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满4年后
方可购买第2套商品住房；市外迁入的户
籍家庭（退伍转业、 家属随军落户的除
外），落户满1年且在本市稳定就业，或在
本市连续缴纳24个月个人所得税（或社
会保险）， 在限购区域内限购1套商品住
房。

在打击“捂盘惜售”方面，长沙市规
定在建楼盘已达到预售条件的， 必须在
30日内办理预售许可；已办理价格监制
的，必须在20日内办理预售许可；已办
理预售许可的，必须在10日内一次性对
外公开销售。

（特别报道见2版）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颜涛）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湖南
省出口轨道交通装备10.3亿元人民币，比上
年同期增长1.1倍。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出口轨道交通装备8.76亿元，同比增长
2.7倍， 占同期湖南省轨道交通装备出口总
值的85%。

今年以来，我省轨道交通装备出口规模
明显提升，尤其是3、4、5月大幅增长，其中3
月份出口1.4亿元，同比增长2.5倍；4月份出
口2.9亿元， 同比增长2倍；5月份出口3.2亿
元，同比增长5.6倍。

整车设备出口总额明显增长， 部分零
部件出口大幅下降。 一直以来， 我省轨道
交通设备的主要产品为整车设备 ，今年
1至5月，我省出口整车设备主要有两大类
型， 其中外部供电铁道及电车道机动客、
货、敞车出口8亿元，增长2.9倍；出口由蓄
电池驱动的铁道电力机车3780万元，增长
近9倍。 零部件出口下降主要是铁道及电
车道机车或车辆的轮及上述货品零件出
口大幅下降， 该商品出口额4789万元，下
降58.7%。

荩荩（下转4版①）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今
天，2018年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
布会在长沙举行。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了
今年各科类、 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其
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本分数线分别为： 文科
569分，理科513分。

今年本科3个批次的文化录取控制分数
线，文科类、理科类较去年均有所提高。其中
一本文科类同比提高了21分； 理科类同比
提高了8分； 二本文科类同比提高了41分；
理科类同比提高了26分。

今年文科类录取控制线为：文科本科一

批569分；本科二批526分；音乐类本科二批
文化372分，专业250分；美术类本科二批文
化377分，专业227分；体育类本科一批文化
407分，专业267分，本科二批文化391分，专
业252分。

今年理科类录取控制线为：理科本科一
批513分，本科二批450分；音乐类本科二批
文化318分，专业249分；美术类本科二批文
化306分，专业224分；体育类本科一批文化
358分，专业263分，本科二批文化334分，专
业248分。

（相关报道见3版）

长沙出台“楼市新政”
遏制投机炒房

26日起施行

前5月湖南出口轨道交通装备超10亿元
同比增长1.1倍，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增长2.7倍

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一本线：文科569分 理科513分

高考招生关注

� � � �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民族工作领
导人， 我军现代后勤建设的领导者， 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
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
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部长， 原
军事科学院院长赵南起同志的遗体， 25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赵南起同志因病于2018年6月17日23
时12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1岁。

赵南起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 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
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赵南起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5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
肃穆， 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
字的横幅“沉痛悼念赵南起同志”， 横幅下
方是赵南起同志的遗像。 赵南起同志的遗
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
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
胡锦涛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赵南起同
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赵南起同志的遗
体三鞠躬， 并与赵南起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党、 国家、 军队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赵南起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赵南起同志遗体
在京火化

� � � �赵南起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
各种形式对赵南起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胡锦涛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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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蓝天映星城
6月24日，长沙城碧水蓝天交相辉映，仿佛一幅美丽的画卷。近年，长沙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助推污染防治攻坚，深入实施湘江保护与治理

“一号重点工程”，成为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截至目前，长沙今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达125天。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在新时代党的阳光照耀下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怀青年和青年工作纪实

《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13版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记者 曹娴）按照
国家和省里的时间节点要求，6月必须完成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阶段省级质量
核查工作，6月底要上报清查结果。从6月25
日起，由省市两级环保、农业部门共56人组
成的7个核查组，将分赴14个市州，开展为

期6天的核查。
据介绍， 本次核查工作重点包括前期准

备、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选聘以及管理、清查
工作等三个方面。其中，企业名称、统一信用代
码、地理坐标、行业代码等4项清查指标缺一不
可，否则实行一票否决制。 荩荩（下转4版②）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进入关键期
7个核查组分赴14市州开展质量核查

■短评

周云武

一段时间以来， 长沙楼市调控成为社会广泛关
注的焦点和议论的热点。炒房投机的行为暗流涌动，
反投机的呼声越来越高。长沙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
的”的定位，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正视矛盾
与问题， 直面焦点和热点， 经过周密调查和科学分
析，于6月25日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
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许。

“时代是出卷人”。新的时代，层出不穷的矛盾和
问题， 总会给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印制千姿百
态的考题和试卷。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没有历史的经
验可以借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没有现成的
办法可以套用。但是，试卷已出，社会在观望，人民在
期盼，这是对我们党和政府形象的重大挑战，执政能
力的严峻考验，不可回避，不能回避。长沙市委、市政
府交出的这一份答卷，一经作出，社会反响热烈，必将
对促进长沙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产生积极效果。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随
时都有可能面临各种热点焦点、风口浪尖的考验。长
沙市委、市政府沉着应战，沉稳答卷，敢于担当、勇于
作为的精神和姿态，是值得点赞和叫好的。

风口浪尖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