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周洁 聂杨毅）今天下午，省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长沙闭幕。 会议
听取了2项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表决通过了有关地方性法规、决定、决
议和人事议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莲玉
主持会议，副主任杨维刚、王柯敏、向力力、
周农，秘书长胡伯俊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陈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冒蕞 刘笑雪
张福芳） 今天上午，2018年大数据空间信
息应用博览会在长沙开幕。开幕式后，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展览区巡馆。

副省长陈飞、陈文浩，中国科学院院士
童庆禧，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黄伯云出
席开幕式或参加巡馆。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1.5万平方
米的布展空间内汇聚了近百家参展企事业
单位。来到展览区，许达哲考察了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湖南地
理信息产业园、湖南省勘测设计研究院、华
为、京东等重点参展单位、企业展位，详细
了解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研
发进程等方面的情况。

许达哲在巡馆时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地理空间信息
技术创新应用，加快建设数字湖南，促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要发挥数据的基础资
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 加快地理空间信
息技术在城市规划建设、交通运输、国土调
查、农林牧渔、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
测绘、 地质、 气象等行业和领域的应用步
伐， 推动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 农业现代
化、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要充分运用地理

空间信息技术， 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
模式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打赢三大攻
坚战提供有力支持。 要大力推动地理空间
数据交换共享，加快数据更新，实现地理国
情监测常态化， 提升地理信息保障服务能
力，构建地理信息社会化应用大格局。要促
进相关领域产学研用相结合， 加强科研院
所、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
化应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此次博览会以“空间信息应用———新
型大数据新时代发展新产业”为主题，会期
为7月19日-21日， 主要由展览和6场高峰
论坛组成， 是我国中部地区首次举办的大
型大数据博览会， 也是我国首次以空间信
息应用为主题举办的大型博览会。

开幕式上，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
湖南九次方大数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企业的18个项目与湖南地理信息产业园
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其中，中国资源卫
星应用中心拟与省国土资源厅在园区共
建南方数据中心； 九次方大数据将在园
区建设华中区域总部； 国家超算中心将
与园区合作共建超算中心服务站， 打造
大数据平台。

�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张尚武）今
天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
政府副秘书长欧阳煌在会上发布，第十六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简称“农交会”）暨
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将于
11月1日至5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
是“农交会”首次在长沙举办。

“农交会”是一个大型综合性农业盛会，
已连续举办15届。第十六届“农交会”与第二
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合并举办，为湖
南展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提供了
平台，为推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
要机遇。

据发布， 此次展会由国家农业农村部、
湖南省政府主办，以“质量兴农、品牌强农、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为主题，展会规模宏

大，展览总面积12.8万平方米，分为8个馆，设
置省区市综合展区、专业展区、海峡两岸农
业合作展区、农垦展区、国际展区、扶贫展
区、乡村振兴展区、品牌农业展区等。目前招
商招展顺利，以俄罗斯、印度、捷克、波兰、土
耳其、乌克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为重点进行国际招商；国内招商则采取措施
吸引企业，特别是贫困地区企业前来参展。

据发布， 本届展会将举办12项影响重
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体活动，包括举
办全球农业南南合作高层论坛、全国乡村振
兴战略高峰论坛等5场论坛活动， 举办全国
特色农产品品牌推介会、贫困地区品牌农产
品推介会等3场推介活动、开展农产品金奖、
设计奖、组织奖、袁隆平特别奖等4个奖项的
评选活动，彰显特色树品牌。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戊戌年六月初八
第24872号

20
2018年7月

星期五

今日16版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7月以来，我国多
地出现大到暴雨， 长江发生2次编号洪水，嘉
陵江上游、 涪江上游、 沱江上游发生特大洪
水，大渡河上中游发生大洪水，黄河发生1次
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今年截至7月18日，我国已有27个省（区、市）
遭受洪涝灾害，造成2053万人、1759千公顷农
作物受灾，因灾死亡54人、失踪8人，倒塌房屋
2.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516亿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对当前汛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近期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四川、陕西、
甘肃等地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有些地方洪
涝灾害严重，有的地方引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
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强调，当
前，正值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季节，相关
地区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思想，全力组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最大程
度降低灾害损失。要加强应急值守，全面落实工
作责任，细化预案措施，确保灾情能够快速处
置。要加强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紧

盯各类重点隐患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严防
各类灾害和次生灾害发生。国家防总、自然资
源部、应急管理部等相关部门要统筹协调各方
力量和资源， 指导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全
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受灾地区已启动应急响应， 积极统筹谋
划、细化措施、科学应对，全力做好险情巡查
抢护、水毁设施抢修抢通、人员转移安置等工
作。国家防总、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已派
出工作组赴防汛第一线， 督促指导地方开展
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 � � � 新华社北京 7月 1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9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应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总统哈利法、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
统萨勒、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卡加梅、南非共
和国总统拉马福萨邀请， 对上述四国进行
国事访问； 应南非共和国总统拉马福萨邀
请， 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在结束对上述四国
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

晤回国途中， 习近平将过境毛里求斯共和
国并进行友好访问。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 习近平主席夫
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
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何立峰等。

� � � � 新华社贵阳 7月 1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前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3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
各方面大力支持下， 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推动毕节试验区发生了巨大
变化， 成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
典型。在这一过程中，统一战线广泛参与、
倾力相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现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不到3年时间，要尽锐出战、务求

精准，确保毕节试验区按时打赢脱贫攻坚
战。同时，要着眼长远、提前谋划，做好同
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着力推
动绿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体制机制创
新，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
展理念的示范区。统一战线要在党的领导
下继续支持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在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
挥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
优势。

荩荩（下转2版）

习近平对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落实工作责任
严防灾害发生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出访阿联酋等国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 � � �习近平对毕节试验区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
努力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

2018年大数据空间信息应用
博览会在长沙开幕

许达哲巡馆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贺威 施
泉江）今天下午，驻湘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
坚战推进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记乌兰
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 省委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系列决
策部署，发扬扎硬寨、打硬仗的优良作风，
积极主动作为， 与党和人民一道共同打赢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冯毅主持会议，
省军区司令员毕毅传达习主席关于脱贫攻
坚重要论述， 省军区副政委许凤元作部署
动员。国防科技大学、武警湖南省总队、各
军分区（警备区）等驻湘部队参加会议，6个
单位作交流发言。

乌兰肯定了驻湘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
坚战所做的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与
脱贫攻坚的驻湘部队广大官兵表示感谢。
她指出，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坚拔寨、决
战决胜的关键时期， 希望驻湘部队正确认
识脱贫攻坚的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担当
好参与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再立新功、再
创佳绩。

乌兰强调，定点帮扶是部队参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主要形式，驻村工作队是脱贫攻
坚的“特战队”。驻湘部队要发挥尖兵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改进帮扶方式，更加注重把
握好现行脱贫标准， 更加注重产业扶贫，更
加注重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断提高参
与脱贫攻坚的工作实效。 荩荩（下转3版①）

� � � � 乌兰在驻湘部队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进会上强调

发扬攻坚精神 打赢脱贫硬仗

今年首个
高温橙色预警发布
高温“桑拿天”将持续至21日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白天热，夜间也不凉快，气温高，湿度也
不小。这样的“桑拿天”将持续至21日，最高气
温达39摄氏度，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近日，湖南大部分地区热力不断升级，昨
天（18日）,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
警。省气象台预计，22日前全省以晴天为主，其
中湘西、湘南局部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22日至24日，受台风影响，高温会有所缓解。

气象专家提醒， 本轮高温天气持续时间
长、部分地区高温强度强，公众需做好防暑降
温措施，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
间。同时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
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闭幕

�“农交会”首次在长沙举办
12项主体活动内容丰富

7月19日，溆浦县三江镇，电力工人顶着烈日对高压线路进行绝缘子检查作业。入夏以来，
溆浦县用电负荷屡创新高，国网溆浦电力公司加强供电设备的巡视、检查及维护，确保群众生产
生活用电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微渺 摄影报道

奋战高温保供电

� � �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天，
新晃侗族自治县禾滩镇三江村的标准化黄牛
养殖基地正在加紧施工， 村里多名贫困户主
动前来帮工。正在干活的贫困户杨顺祥说，兴
建黄牛养殖基地， 是省安监局驻村工作队根
据“新晃黄牛”这一地标产品而制定的脱贫计
划， 建成后将成为贫困户稳定增收的渠道之
一。记者从省派驻村办了解到，今年全省共选
派17733支工作队、41311名机关干部参与新
一轮驻村帮扶，4月份已全部到位。目前，所有

驻村工作队都制订了脱贫计划， 正扎根脱贫
攻坚一线，帮扶贫困群众。

以全面实现“精准脱贫、不落一人”为
目标，今年省市县三级，按照“尽锐出战”要
求，选派新一轮驻村帮扶工作队。省委组织
部出台了驻村帮扶“二十一条”，要求省派
驻村办及时掌握省派工作队的履职情况，
抓好全省各级驻村队伍选派调度指导；市
州派驻村办切实担负起区域内驻村帮扶指
导推动，帮助驻村工作队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县市区派驻村办切实担负起县域内各级驻
村帮扶工作队的直接管理责任， 落实以县
为主的管理要求， 把省市县三级工作队全
部纳入管理范围，建立管理台账，完善配套
管理制度。

全省还举办驻村帮扶专题培训班， 分层
级加大培训轮训力度， 提升干部脱贫攻坚能
力，今年已完成各类干部培训41.4万人。组织
60多万名干部与180.4万户贫困户开展结对
帮扶，实现了结对帮扶“全覆盖”。

精准扶贫在三湘

我省新一轮驻村帮扶“尽锐出战”
17733支工作队、41311名机关干部参与新一轮驻村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