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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唐耀东）7月25日正午，烈日当空。永州市双
牌灌区三八斗片区的渠道两旁，早稻金黄，已经
插下的晚稻郁郁葱葱。为了抗旱保增收，片区的
管水员们连续20多天坚守在这片有10多个分
水口的区域，及时开闸放水，科学管水。

双牌灌区是全省21处大型灌区之一，设计
灌溉双牌、零陵、冷水滩、祁阳4县区19个乡镇
371个行政村的32万亩农田，受益人口40多万。

6月底以来，双牌灌区管理局主动提出“四个
确保”抗旱目标，即“确保灌区工程安全运行、确保
开通的渠道通水，确保通水的地方不干死禾苗，确
保不发生大的水事纠纷”。管理局110多名干部职
工全部下到一线抗旱， 分人、 分段日夜巡守在近
100公里的主干渠和390公里的支渠堤上。

到目前，双牌灌区内32万亩早、中稻丰收
在望，晚稻田也将顺利插下禾苗。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在川滇交界的高山峡谷， 金沙江汹
涌奔腾。 位于云南省水富县和四川省宜
宾县交界处的向家坝水电站，气势恢宏。
建设这座世界级水电站， 中南勘测设计
研究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5年，国家把向家坝水电站预可
行性研究阶段勘测设计的重任委以总部
在长沙的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从此，一
批批“中南院”人相继开赴金沙江，最多
时达630余人。他们钻探打洞，踏遍方圆
200公里内的山山水水。

2004年11月，《金沙江向家坝水电
站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国家审查，打开
金沙江门户的“金钥匙”锻造出来了。两
年后，向家坝水电站主体工程开工建设。
2012年11月，项目右岸地下电站首台机
组投产发电。

“目前，8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巨大
的电能通过直流特高压线路送往华东、
华中地区。”7月25日，在水富县一侧的观
景平台，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向溪工程建
设部主任王毅华告诉记者， 发电是向家
坝水电站的主要功能， 电站总装机容量
640万千瓦。截至2018年7月，向家坝水
电站累计发电超过1600亿千瓦时，相当

于减少标准煤消耗5200万吨。
“除发电外，向家坝水电站还有防

洪、改善航运条件、灌溉等作用。”王毅
华介绍， 电站与溪洛渡水电站联合运
行，可将下游沿岸的宜宾、重庆等城市
的防洪标准提高到50至100年一遇的
水平，并使坝址以上航道由Ⅴ级提高到
Ⅳ级。

“水电站在前期规划设计时，就打
起了生态的算盘。”王毅华说，项目所需
的3000余万吨混凝土骨料， 远在50多
公里的料场， 且山高路窄，“中南院”设
计人员的思维来了一次大胆跳跃：挖隧
道安装长距离皮带输送机，隧道开挖料
再用作明线段路基填筑。这条总长31.3
公里的皮带，创造了世界水电建设史上
之最。

2002年，国家规划在金沙江下游河
段修建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4
座电站。目前，来自中国水电八局敢打硬
仗的水电湘军， 正投身于白鹤滩水电站
工程建设之中， 承建了右岸坝肩开挖工
程等8个标段。

未来，4座水电站矗立在金沙江下
游，成为世界级清洁能源基地，提供源源
不断的绿色动力。这其中，水电湘军功不
可没。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周小雷 施泉
江 通讯员 于冬阳）今天，记者从国防科技大学
获悉，由该校牵头研制的“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
系统”，日前已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完成研制部
署，并顺利通过项目课题验收，将逐步进入开放
应用阶段。

科技创新的竞争就是国力的较量。当前，超
级计算机已成为一个国家信息技术创新的核心
驱动，新一代百亿亿次（E级）超级计算机的研
制计划已经成为国际上高端信息技术创新和竞
争的前沿。

据悉， 美国和日本均已提出E级超级计算
机的研制计划， 拟在2020年或之后完成研制。

而我国的百亿亿次（E级）超级计算机的研制计
划也早已提上日程。

2016年，国家科技部结合“十三五”发展规
划，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开始分两期启
动我国E级计算机研制计划。 第一期主要为“E
级计算机关键技术”研究，安排了三个E级机原
型样机的研制； 第二期为研制E机计算机。其
中，“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系统” 研制项目是我
国首个完成原型样机系统研制和部署的项目。

通过几十年积累和不断的技术创新，“天
河” 超级计算机系统在核心关键技术上实现了
整体自主可控。“天河三号原型机系统” 全面搭
载国产自主芯片， 实现了可适应科学计算和数

据处理多应用需求的柔性体系结构， 可支持十
万结点规模的高速互连和光电混合高速信号传
输技术。在原型样机系统基础上，“天河三号”超
级计算机最终有望于2020年研制成功，其运算
能力将比“天河一号”提高200倍，存储容量提
高100倍。

未来，超算中心可依托“天河三号”超级计
算机，构建超级计算、云计算以及大数据深度融
合的高性能计算服务平台，在气候气象预报、航
空航天数值风洞、 地震地质研究、 油气能源勘
探、生命科学研究等领域提供支持。同时在基因
健康、智慧城市等涉及民生的诸多方面，发挥强
大支撑和平台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吴昊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长春长生”）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
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披露之后， 涉事批
次疫苗是否流入湖南？ 其他批次的长春
长生狂犬病疫苗是否存在问题？ 如何处
理？针对消费者关心的这些问题，记者7
月26日采访了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湖南省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6月25日
晚已在官网公开回复消费者关心的几个
问题：

一、 涉事批次的狂犬病疫苗是否流
入我省？

7月15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
告称， 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
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 所有涉事批次
产品尚未出厂和上市销售。因此，我省没
有涉事批次的狂犬病疫苗。

二、 涉事批次的百白破疫苗是否流
入我省？

近日，大家关心的涉事百白破疫苗，
是去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检
查 发 现 的 长 春 长 生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605014-01的百白破疫苗和武汉生
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
为201607050-2的百白破疫苗，分别销
往山东省、重庆市和河北省。经查，我省
没有采购和使用这两个批次的疫苗。

三、 其他批次的长春长生狂犬病疫
苗是如何处理的？

尚未使用者已全部停用。
已接种部分针次者， 按照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
局发布的信息以及《狂犬病暴露预防处
置工作规范》要求，改用其他品牌的狂犬
病疫苗，完成后续接种。

四、我省近年来疫苗管理情况如何？
我国的疫苗分为两类，

第一类疫苗是指政府免费向
公民提供的疫苗， 第二类疫
苗是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
受种的其他疫苗。

国家对上市疫苗实施批
签发制度， 我省使用的疫苗
都是具有国家批签发合格证
的疫苗，且实施全流程管理。
我省自2014年起建立了覆
盖全省的“湖南省免疫规划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可对疫

苗的流通情况实时查询。
五、 我省还有长春长生的其他疫苗

吗？
我省2017年以来没有采购长春长

生的第一类疫苗。 除狂犬病疫苗之外的
其他长春长生第二类疫苗的处置， 正在
等待国家相关部门的结论， 我们将在第
一时间积极配合。

六、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
有效的办法吗？

预防接种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服
务。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全国疫苗
可预防传染病发病水平已降至历史最
低。通过接种疫苗，我省已连续25年无脊
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病例，连续14年
无白喉病例，甲肝、乙肝、乙脑、流脑等传
染病发病水平大幅下降。事实证明，接种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办法。

湖南省食药监局7月25日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疫苗质量安全管理问题。据省
食药监局负责人介绍，在7月23日对省内
6家疫苗委托配送企业进行警示性约谈
的基础上， 将组织开展疫苗委托配送企
业专项检查， 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严
肃处理，绝不姑息。根据国家对涉案企业
和涉案疫苗的调查结果， 按照要求配合
卫生计生部门做好后续工作。 全省将继
续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重点检查疫苗、生物制品、第三类
医疗器械、学校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
自制药酒、 有限空间作业、 农村集体聚
餐、野生毒蘑菇、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 旅游餐饮等事故高发领域和薄
弱环节。对于排查发现的重大隐患，严肃
督促相关企业单位和责任人限时整改；
对存在严重隐患不能保证安全的， 责令
企业停产停业整改，实行挂牌督办；对于
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严厉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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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上
“见”湘军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王丽容）为解决群众“办证难、办证
慢、多头跑、来回跑”问题，全省今日召开不
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改革暨窗口作风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
各市州必须在今年9月底前、 县市区在年
底前，实现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

据介绍，自2014年开展不动产登记
工作以来， 我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
面落地。 省市县三级国土资源部门共计
组建不动产登记中心120个， 设置登记
场所678处、服务窗口2340个；全省累计
颁发不动产登记证书213.8万本、不动产
登记证明265.8万份。

目前，全省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

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的改革工作
正有序推进。然而，不动产登记工作推进
过程中，“推绕拖”“事难办、办证难、办证
慢”等问题突出。

接下来，全省将以问题整改为抓手，
从体制机制上破题，实行“一窗受理、一
站办结”；在优化流程上发力，大力推进
减证便民；在创新服务上使劲，加快推进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

根据改革要求， 今后群众办理不动
产交易、登记和税务，只需到不动产登记
办事场所综合受理窗口， 一次性递交全
部申请材料、一次性缴清税费，即可一次
性领取证书。无需进多扇门、排多次队、
交多套资料和多次缴费。

年底,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
着力解决群众“办证难、办证慢、多头跑、来回跑”问题

“长春长生”涉事批次疫苗未流入湖南
省疾控中心回复解疑， 省食药监局部署疫苗

安全监管

自主创新亮点频出 运算能力大幅提高

“天河三号”E级原型机通过验收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李梁）今天，记者从常德市防指了解到，7月以来，
受持续晴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该市23.7万亩农
作物受灾。面对旱情，该市多方引水灌溉农田，尽
量减少旱灾损失。

常德市农作物受灾区域主要分布鼎城区、
澧县、临澧、石门等地的30个乡镇（街道），涉及
18.7万人。全市各类水利工程蓄水12.55亿立方
米，比历史同期平均蓄水偏少22.5%。

针对当前旱情，常德市科学调度，多方调水、
引水、提水灌溉，并适时采取人工降雨等措施。临
澧县调度青山和官亭两大灌区，青山水轮泵站压
电提水，并适时开展人工降雨作业，为沿线向阳、
七叉、太山、太平、天鹅等水库有序补水灌库，有
效灌溉农田35.8万亩。澧县澧阳平原灌区和山门
水库灌区先后7次引水灌溉，启用抗旱应急水源，
引澧水补充水源，目前35.6万亩农田得到灌溉。

常德引水灌溉
为农田“解渴”

32万亩早中稻
丰收在望
双牌灌区百余人

巡堤抗旱保增收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左丹）今晚10
时30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宣布，截至7月26
日，湖南省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录取工作已
完成，录取新生分别为12294人和60029人。本
科二批录取于7月27日开始，参加该批次录取
的院校共计596所，在湘招生计划为82900人。

本科提前批录取已于7月13日结束（其
中， 艺术类本科提前批录取在7月18日完成），
共录取新生12294人。其中，军事（武警）院校
588人；公安（刑警、司法）院校990人；航空、航
海院校（专业）87人；艺术院校（专业）6938人；
其他院校1280人；院校单独招生403人；省内
公费定向师范生2008人。 在本科提前批招生
录取中，省内公费定向师范生志愿计划完成率
大幅提高， 由去年的87.31%（计划招生1214
人，录取1060人）提高到今年的94.76%（计划
招生2119人，录取2008人）；艺术类招生更加
科学规范，本科提前批录取只安排独立设置本
科艺术院校和参照此类院校招生办法执行的
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以及所有在湘招生一
本院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并首次按平行组和
非平行组志愿院校（专业）分别设置规则投档
录取，提高了考生志愿的满足率，降低了高分
考生填报志愿的风险。

本科一批录取工作从7月14日开始，7月2
6日结束。本批次共录取新生60029人（含录取
期间追加的计划），包括文科（含体育）考生录取
11635人，理科（含体育）考生录取48394人。
其中，国家专项计划招生录取4395人、地方
专项计划招生录取4425人、高校专项计划招
生录取478人、自主招生录取724人、高水平
艺术团招生录取17人、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录

取166人、综合评价录取500人、单科成绩优
秀考生录取30人、预科班录取697人、民族班
录取22人。

今年，我省本科一批录取主要呈现以下特
点：一是平行志愿作用进一步有效发挥。据统
计，本科一批平行一志愿按计划和投档比例应
投53313人， 实际出档53182人， 出档率达
99.75%。 二是单科优秀考生政策有效性不断
提高。我省继续实行文化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
万分之一的三本线以上考生增加一次投档机
会的政策。今年共有247名文化单科成绩位于
全省前万分之一的考生，其中有效填报本科一
批单科优秀考生志愿114人，录取30人，比去
年（19人）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三是招生录取规
范有序。 及时将院校招生缺额向社会全部公
布， 全省共计有18576名考生填报了征集志
愿，其中填报国家专项计划征集志愿6282人，
填报本科一批征集志愿12294人。

本科二批录取工作从7月27日开始，8月5
日结束（艺术类本科二批录取从7月20日开
始，8月4日结束）。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共计
596所，在湘招生计划为82900人。省教育考试
院特别提醒考生：本科二批征集志愿投档后，
生源不足的农林、航海、地矿等外省院校和在
湘高校， 可按照考生填报的征集志愿在本科
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以内从高分到低
分投档录取。其中，普高艺术、体育类专业降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投档时， 文化最大降分幅
度为14分，专业最大降分幅度为6分；职高对
口艺术类文化和专业最大降分幅度均为10
分。本科二批填报征集志愿时间为7月30日
8时至18时。

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录取结束
本科二批开录，计划在湘招生82900人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目
前，省人大常委会正对《湖南省高新技术发展
条例》进行修订。为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
提高立法质量，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今天将
《湖南省高新技术发展条例(修订草案)》在网
上公布。从即日起至8月26日，社会各界可登

录湖南人大网（www.hnrd.gov.cn）查阅。如有
修改意见和建议，可反馈至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中
路 190 号 ， 邮 编 ：410007； 传 真 ：0731—
85309460； 电 子 邮 箱 ：hnrdfzwfgw@sina.
com)。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曹娴 ）25日、
26日，我省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组陆续进驻长
沙、株洲、湘潭、郴州、娄底、永州、张家界7个市，
并通过组织召开动员大会的方式， 全面进入第
二批省级环保督察实施阶段。

根据省委、 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7

个督察组全部开通信访举报电话和邮政信
箱 。 督 察 组 受 理 举 报 电 话 时 间 为 每 天
8 ： 00-18：00。

长沙市：举报电话：0731-81800623；邮政
信箱：长沙市A010号邮政信箱

株洲市：举报电话：0731-22203155；邮政

信箱：株洲市105号邮政专用信箱
湘潭市：举报电话：0731-55882860；邮政

信箱：湘潭市A002号邮政信箱
郴州市：举报电话：0735-6663949；邮政信

箱：郴州市43号信箱
娄底市：举报电话：0738-8230960；邮政信

箱：娄底市028号邮政信箱
张家界市：举报电话：0744-8595377；邮政

信箱：张家界市永定区南庄坪07号信箱
永州市：举报电话：0746-8323006；邮政信

箱：永州市11号信箱

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组完成进驻
7市公布举报电话与信箱

高新技术发展条例修订公开征求意见

高温保电
7月26日上午10时，

户外气温高达37摄氏度，
长沙市劳动路旁的10千
伏东侯线，国网长沙供电
公司检修公司“共产党员
服务队”员工在更换雅礼
中学1号开关站， 消除设
备缺陷。高温季节，该公
司加强线路的维护、检
修，确保配网平稳度夏。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