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搬不走的好邻居、拆不散的真伙伴”
———记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的54小时 4版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2019年6月 日 己亥年五月初七 第25196号9 星期日 今日4版

HUNAN RIBAO

� � � � 6月8日，2019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考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考点，结束高考的学生们跳跃庆祝。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李健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李
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为期2天的高
考今天结束。 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获悉，高考期间，全省公安交警
部门出动警力26884人次， 出动警

车7610台次，服务考生求助246次，
圆满完成爱心送考护考任务。

6月7日上午8时左右，长沙一名
考生在长沙市实验中学门口向民警
求助，称“错把长沙县实验中学看成

了长沙市实验中学， 因而走错了考
点”， 民警立即驾驶警用摩托车护送
考生赶赴10公里外的长沙县实验中
学，在8时27分安全将考生送到考点。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刘勇）
根据当前汛情及气象预报，依据《湖
南省防汛应急预案》， 省防指决定：
自6月8日18时起， 启动防汛应急
Ⅳ级响应。

省防指要求， 预报有强降雨发

生的各市州，要按照应急响应要求，
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 重点做好
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水库防守保安、
中小河流洪水防范、 城市及农村低
洼地带排涝排渍等工作， 确保人员
安全和工程安全。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奉
永成） 6月6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
局获悉，为优化营商环境，省市场监
管局制定下发了《湖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工作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涉
及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生产
许可，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等在内的
39项行政许可及政务服务事项列入
第一批“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目录。

为推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落
地生根， 省市场监管局梳理汇总市
场监管部门涉企行政许可及服务事
项，制定了《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目录表（第
一批）》。编制政务服务办事指南，压
缩各类行政许可及服务事项的时
间， 取消行政许可中不必要的预受
理、预审查环节，进一步精简文书表
格， 鼓励行政许可及服务事项申请

人通过市场监管部门“一网通办”信
息技术平台在线提交材料、 身份认
证、电子签名，让群众少跑路。

优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全面推行一厅办理、 一站导办、一
次告知、一窗受理、一次办好等措
施，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线上“一
次登录、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节约时间，提
高效率。

“大力推行‘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省市场监
管局局长向曙光表示，今年，省市场
监管局将在政务服务大厅内配备帮
办人员， 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全
程免费导办、帮办服务；同时，以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为
依托，建设全省统一的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净化市场环境。

省市场监管局
推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首批39项行政许可及政务服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李正华 李青）花红叶绿，
窗明几净，环境幽雅，童声悠扬。6月
初，记者来到永州市映山小学，感受
到了这所新建小学的新气象。“学校
是市委、 市政府投入9000多万元于
去年建成的， 全校40多个班每班人
数都控制在45人以内， 没有先前的
大班额困扰，教师教得舒畅，学生学

得开心。”校长熊芸芸告诉记者。
大班额问题一直是永州市教育界

面临的一大难题。2017年底，永州市义
务教育共有16577个班，其中56人以上
大班额班级数6512个， 66人以上超大
班额班级数3579个，大班额、超大班额
占比均位居全省14个市州第一。 为消
除“大班额”，永州市于2017年启动学
位建设“三年攻坚计划”，市委、市政府

把学位建设和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作
为“一号民生工程”， 加速破解“人”
“钱”“地”等方面的难题。市委、市政府
创新建设方式，采取盘活一批、新建一
批、配套一批、租赁一批、提质一批、社
会力量建设一批等方式建设学位。从
地、钱、人等方面各个击破，以最大的
决心、最强的力度、最严的措施扎实推
进“民生实事一号工程”。

到去年底，该市学位建设总投入
近70亿元，新增学位18.38万个，全市
超大班额全部消除，“城区挤”的问题
得到有效化解。学位建设实现后发赶
超的“永州经验”，在全省得以推介、
交流。目前，该市学位建设仍在扬鞭
催马,新扩建的19个学校建设项目正
在加速推进，到今年底，全市大班额
也将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左
丹）今天下午，随着外语科目考试终
了铃响起，2019年我省高考顺利结
束。截至8日下午5时45分，省国家
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没有接到失
密泄密、 群体性作弊等重大安全事
故和重大工作差错的报告， 全省没
有出现极端天气等影响高考的情
况，社会反响平稳，实现了省委、省
政府“三保两零”的目标。

今年我省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
近39.2万人，共设123个考区、264个

考点、1.39万间考室、考试工作人员
近5万人。 为确保高考平安顺利，全
省共派出14个巡视组、14个巡考
组、23个督考组、3个巡视暗访组对
各地高考组织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各级党委、政府、高招委、教育行政
部门和教育考试机构主要领导重心
前移， 全程调度指挥辖区内的高考
组织实施工作。 各部门及社会各界
通力协作、联防联控，为高考顺利进
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针对高考
期间可能出现的强降雨等情况，各

地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突
出抓好防汛保考和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工作。全省各考区、各考点严格按
照《考务工作手册》 的要求组织考
试。同时，各地以考生为本，积极开
展关爱考生活动，强化人文关怀，为
考生提供各种优质便利服务。

接下来，我省高考将进入评卷、
志愿填报、录取等阶段，6月25日向
社会公布高考成绩和录取分数线。
招生录取工作从7月8日开始，8月
23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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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6月8日上午， 在结束对俄罗斯联
邦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后，国
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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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7日下午，习近平离开圣彼得堡启程回国。俄罗
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列宁格勒州州长、圣彼得堡市政府
负责人等到机场送行。

� � � � 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习近平回到北京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石向求）6月3日，怀
化市洪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术员石芳丽拎包入住区人才公寓，
里面家电家具一应俱全。从5月以来，
洪江区先后有61名引进人才入住新
建成的人才公寓。

近年来，洪江区针对后发地区对
人才吸引力有限的实际，着力涵养人
才良好生态，精准求贤，助推产业转

型，迈向高质量发展。区里出台“人才
激励暂行办法”“青年百人计划”等文
件，致力建设引才、育才、用才、留才
全链条政策体系，营造适宜、多样、可
持续的人才生态圈。 由区领导带领
“招贤纳士团”赴北上广等发达地区，
围绕优势产业、重点项目、脱贫攻坚
等引进高新人才。2016年以来，该区
共引进各类专业人才246人，完成科
技创新100余项。

洪江区坚持优化人才创新创业
生态环境，“不拼重金拼环境”。 除了
做到住有所居，还积极在引进人才事
业发展及家属安置、 子女就学等方
面加强服务。 对引进的创新创业人
才和团队， 给予科研项目资金资助
和创业资金资助， 并推行区领导联
系专家制度。

洪江区还坚持柔性引才，“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洪江古商城景区负

责人告诉记者，该区特聘3个顾问团，
请来一批知名教授和专家为区全域
旅游和洪江古商城“烟雨洪江”项目
担任“高参”，帮助制定规划等，推动
了旅游产业发展。

人才集聚带来产业兴旺，洪江区
已在全省率先实现脱贫摘帽，洪江古
商城被列为长江国际旅游重要节点。
今年2月， 洪江区工业集中区跻身省
级高新区。

去年底消除超大班额，今年底大班额将全部退出

不拼重金拼环境 不求所有求所用

2019年高考顺利结束
6月25日公布成绩，7月8日开始招录，8月23日结束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今天上午
的考试，我们将
为该考生延时
45分钟。”6月8
日， 高考第二
天，湘乡市东山
学校考点，副主
考、东山学校副
校长刘世平告
诉记者。

今年，东山
学校考点共有
考 生 1729名 ，
其 中 理 科 生
1200名， 文科
生529名；设考
室58间，备用考
室2间。 参考的
学生中，有一名
失去右臂的特
殊考生，经考生

申请，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同意，
根据相关政策，该名考生被允许
每场考试延长30%考试时间。

在考点监控室， 记者通过
监控显示屏看到， 该名考生与
其他考生一起参加考试， 因失
去右臂， 不得不用左手作答。
“我们6月6日组织考生看考点
进行考前教育时， 就向该考室
全体考生宣读了《湖南省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结
束告知书》。考生们对此予以了
理解。”刘世平说。

上午11时30分，第一场考
试结束铃声响起。 该考生所在
考室其他考生立即停止作答，
有序离开考室， 原监考员按规
范程序收集整理考生试卷。与
此同时，另一组监考员共两人，
按高考规定程序准时进入考室
换班监考。考室外，流动监考员
清理室外考场， 确保延时考试
环境安静。

这时的监控屏上显示，东
山学校考点就只有一名考生在
作答。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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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启动防汛应急Ⅳ级响应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戴帅汝）“五月五，端
午水。”今年的“端午水”来势汹汹。
今天上午10时，省气象局提升气象
灾害（暴雨）Ⅳ级应急响应为Ⅲ级应
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加强防范。

“年年端午风兼雨，似为屈原陈
昔冤。”正是端午假期，雨水应时而
来。气象专家分析，“端午水”的成因
与南海冬夏季风的交替密切相关。
南海夏季风一般于5月中旬爆发，季
风爆发后推进影响到湖南并产生
季风对流降水；同时，北方冷空气
对湖南“依依不舍”，冷暖空气交汇
造成锋面降水。在季风降水和锋面
降水的共同影响下，端午前后湖南
往往会出现大而集中的降水， 亦即
“端午水”。

昨天，湖南多地出现强降水。今
天，湖南自北向南雨势进一步加大，

湘中以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
雨， 局部还有大暴雨。 实况监测显
示，昨天8时至今天8时，湘中一带出
现了中雨， 部分地区大雨， 局部暴
雨，其中71个乡镇出现暴雨，5个乡
镇出现大暴雨， 最大降水量在衡阳
县山峙门水库，为138.8毫米，最大
小时雨强为64.4毫米。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雨量
偏多，9日湘中以南部分地区大到暴
雨， 局部大暴雨；10日湘东南中到
大雨， 部分地区暴雨；11日至13日
湘东南局部仍有较强降雨。 最强降
雨时段为8日8时至10日8时， 日最
大降雨量为120至180毫米，最大小
时雨强达60至90毫米。

气象专家提醒， 本轮降雨过程
范围广、强度大，请公众加强防范意
识，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
排出行，避免前往灾害易发区。

“端午水”雨势汹汹

省气象局启动
暴雨Ⅲ级应急响应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刘勇）
6日以来，我省发生了一轮明显的强
降雨过程。截至8日18时，全省面上
累计降雨28.6毫米， 降雨量最大的
为株洲市61.8毫米， 其次为岳阳市
47.5毫米。 点最大降雨量为茶陵县
岩口水库站211.9毫米，其次为衡东
县石坝头水库站207.5毫米。全省50
毫米以上站点720站，其中100毫米
以上93站。目前，全省主要江河水
势平稳，无站点超警戒。

据省气象台预报：8日晚到9日
白天，自治州、怀化、娄底、长沙、湘
潭、益阳、岳阳及常德南部、株洲北
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地
大暴雨， 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

阵雨或雷阵雨；9日晚到10日白天，
湘中以南阴天有中到大雨， 局地暴
雨到大暴雨，湘西北阴天转多云，其
他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省水文局预报：10日前后，资
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3米至4米的
洪水过程，沅水干流可能发生涨幅3
米至5米的洪水过程；10日到11日，
湘江干流中下游可能发生涨幅2米
至4米的洪水过程。9日晚前后，资
水柘溪水库可能出现5000立方米
每秒的入库洪水过程， 沅水五强溪
水库可能出现1万立方米每秒的入
库洪水过程；11日前后，湘江双牌水
库可能出现1500立方米每秒的入
库洪水过程。

主要江河暂无站点水位超警戒
10日前后，湘江、资水、沅水可能发生洪水过程

高考招生关注

全省公安交警开展爱心送考护考
服务考生求助246次

永州市 加速化解学位“城区挤”

精准求贤助推产业转型洪江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