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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艺

“鸿源初辟，蒙地始开”。遭遇美国“实
体清单”封杀的华为，日前正式向外公布
“鸿蒙”系统。华为这一重磅举措，立刻在
全球激起“千层浪”。

一段时间以来，“鸿蒙”被大多数人认
为是华为应对美国“封杀”计划的备胎。但
此次发布会揭开其神秘面纱后，笔者感受
到，“鸿蒙”这款系统的诞生并不是所谓的
“备胎转正”。 它既是应对经济霸凌的利
器，更是“换道超车”的前瞻谋略。

按照华为的说法，“鸿蒙”是针对物联
网设计的全新操作系统， 它可支撑各种
不同的设备 ，包括大屏 、手机 、PC、音响
等 ，未来将应用到各项智能家居 、工业
设备、车载系统、VRAR眼镜等全生活和
工作场景 。由此可见 ，华为绝非简单模
仿类似 “安卓 ”或 “苹果 ”操作系统 ，而是
要在即将到来的5G物联网时代 ，构建起
全新的 、领军级别的操作系统 ，打造属
于自己的网络生态。

“鸿蒙”一出，国人为之振奋，尤其是
在遭遇美国经济霸凌的背景下，华为已然
成为一处“精神高地”，人们希望华为有更
多的“杀手锏”。

当然，华为乃至“鸿蒙”要在西方国家

政府、 企业等多层面的围堵中撕开缺口，
高扬起中国企业敢于亮剑的旗号，注定还
有漫长的征途。

比如，“鸿蒙”技术攻关可以短时间内
见效，但生态层面的培育，则不是一朝一
夕之功，“鸿蒙”要后来居上，比肩乃至超
越苹果、安卓系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作
为国产系统，国人在给予“鸿蒙”美好预期
之余，更需用包容、呵护的态度，为华为的
成长、发展、壮大预留足够宽裕的空间。

“鸿蒙”是华为的“开天辟地”之举，也
是中国科技的一次突围。跳出华为自身来
看，“鸿蒙”的诞生，给中国科技企业在未
来做大做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路上，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
来、买不来、讨不来，西方国家定将持续对
中国技术企业保持高压态势。因此，除了
让国人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之外，
华为在特殊时期推出“鸿蒙”，更重要的是
可以发挥“头羊效应”，鼓励更多中国科技
公司在未来深耕高科技关键领域，在一批
“卡脖子”技术上取得关键性突破。

“鸿蒙”问世，志在未来。“鸿蒙”的宏
图转化为现实，还需假以时日，但华为“不
信邪、不怕鬼”的气质，永不止步的危机意
识、创新意识，值得我们喝彩，更值得其他
企业学习、效仿。

“鸿蒙”问世 志在未来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余蓉）今年湖南
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三批录取工作已于8月12日
结束，共录取新生24393人。至此，今年我省本科
批次的录取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专科批次的录取包括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
批。专科提前批录取安排在8月14日至15日进行，
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共65所， 在湘招生计划
7306人。高职专科批录取时间为8月16日至23日，
在湘招生院校共625所，招生计划为136268人（不
含高职单独招生计划）。

高职专科批平行一志愿完成录退确认后，
省教育考试院将于8月19日8时前公布未满额院校
的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考生填报征集志愿的时间
为8月19日8时-18时；第一次征集志愿完成录退确
认后仍不满额的院校，省教育考试院将于8月22日8
时前公布其第二次征集志愿计划，考生填报征集志
愿的时间为8月22日8时-18时。

按照政策规定，在湘院校若线上生源不足，可按
考生填报的征集志愿从高分到低分降分投档， 降分
幅度控制在本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下20分之内（经
省教育厅批准的省内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特殊专业
最大降分幅度不超过30分）。其中，普高艺术、体育类
专业生源不足时，文化最大降分幅度为14分，专业最
大降分幅度为6分；职高对口艺术类生源不足时，文
化和专业最大降分幅度均为10分。 降分投档以考
生填报的征集志愿为依据。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张斌 刘
燕娟 通讯员 王城长）8月11日，省纪委省
监委举办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
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和
《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培训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中央
纪委、 国家监委和省委工作部署要求，
切实抓好《规则》《规定》的贯彻实施。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傅奎
出席。

《规则》《规定》是党中央给纪检监察
机关定的制度、立的规矩，是纪检监察机
关开展监督执纪执法工作的重要遵循和
依据。培训班为期4天，将就贯彻实施《规

则》《规定》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授课，重在
引导学员们掌握纪法贯通、 法法衔接、线
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立案审查调
查、案件审理等规定的实际运用。

本次培训既是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干
部“讲政治、练内功、提素质、强本领”的具
体举措，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重要内容。 培训班课程针对性、实
战性、操作性强，旨在进一步强化纪检监
察机关程序意识、规则意识，提高依规依
纪依法履职能力， 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的纪检监察铁军。

省纪委省监委机关、派驻派出机构全
体干部，各市州纪委监委相关同志共600
余人参加培训。

省纪委省监委举办
贯彻《规则》《规定》培训班

我省高考本科
批次录取结束
专科计划招生143574人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李承 王森森）今天上午，公安部
启动全国公安机关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
爆物品活动，主现场设湖北武汉，省公安
厅在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设立分
现场，同步开展销毁活动，对去年9月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收缴的6352支非法枪支、
1900余把管制刀具，报废的558支公务用
枪进行集中销毁。

今年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管严控枪支爆炸物
品、 严打枪爆违法犯罪的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推进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有力打击、有效遏制了枪爆违法犯罪
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共侦破涉枪涉爆案
件661起，打掉团伙11个，捣毁窝点31个、
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719人；共收缴各

类非法枪支3500余支、各类子弹8.1万发；
接到群众举报线索207条， 查证属实145
条，兑现举报奖励13万元。

据悉， 全省公安机关将在清查收
缴、破案打击、重点整治、源头治理、宣
传发动等方面，不断强化措施，加大工
作力度，持续推进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

公安机关提醒，群众要充分认识非法
枪爆物品的严重危害，自觉远离非法枪爆
物品， 并积极举报枪爆违法犯罪线索，举
报线索一经查实，将立即兑现奖励，并为
举报人严格保密。新修订的《湖南省群众
举报涉爆涉枪违法犯罪活动奖励办法》已
于去年12月25日正式实施， 最高奖励标
准由原来的2万提高至5万元。（省公安厅
举报电话：0731-84738200）。

湖南集中销毁6000多支非法枪支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孟姣燕）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数据，
7月，湖南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5%。

7月，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5.9%，鲜
瓜果价格上涨 31.6% ， 猪肉价格上涨
19.4%，鲜菜价格上涨11.0%，分别影响
CPI上涨约1.77个百分点 、0.52个百分
点、0.53个百分点、0.29个百分点。其他

涨幅较大的有蛋类、 禽肉类和薯类，分
别上涨8.8%、8.1%和2.8%。水产品价格
下降1.4%。

其他七大类价格“六涨一跌”。其中，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教育文化和娱乐价
格、居住价格、医疗保健价格、衣着价格、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7% 、
2.0%、1.8%、1.3%、1.2%和0.4%；交通和通
信价格下降1.7%。

7月湖南CPI同比上涨2.5%
鲜瓜果、猪肉、鲜菜价格涨幅较大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高考招生关注

一缕清风拂忠魂
荨荨（上接1版②）
对于省洞工局管理的工程项目变更、资金

审批，不管来人是谁，余元君都是一句话：“拿
合同来，按程序办。”

“项目给谁做不是做，保证质量一样、价钱
一样。”余元君的姐夫是个包工头，曾想承接水
利系统的小活来做。 但他跟余元君一提工程项
目，余元君就跟他急：“扯这个事，免谈！”

“同学们知道他管工程、管项目，有同学向
他打听，他通常都会说：这个不要提，其他的事
情都可以谈。”余元君的高中同学向菊芳说。

在项目评审、工程质量上，他规矩得近乎
刻板。

他为何这般“无情”？
余元君初中老师琴国佑道出实情：“元君

说，他管理的资金数以亿计，只要点一下头，他
自己就可一夜暴富。但他管的是国计民生的大
事，这个钱不能要！”

“元君，你不忘初心，老师也就大可放心，
倍感欣慰。”琴国佑鼓励他。

可也有许多片断，抒写着这位“无情”汉子
背后的深情。

“大二期间，水利系一位退休老教授重病
住院，吃喝拉撒不能自理又无家人照料，余元
君第一个报名， 承担夜间陪护工作将近1个
月。”余元君的天津大学室友刘宏昌回忆。

同事杨湘隆记得，余元君总是无私地分享
他珍藏的资料，有次局里有个同事在微信群里
说想找洞庭湖演变图集，他马上就上传了这本
书的电子版，有2G多。

“他不是不通人情， 他比任何人都注重亲情、
友情。但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情感原因，给工作和人
生涂上污点。”二哥余后银这样理解着他。

开发“千里眼” 让人不能腐
余元君出身临澧农家，兄弟姐妹9个，余元

君排行第七，是唯一一个上了大学、有公职的，
其他都在务农或打工。

“他那么多兄弟姐妹，却从来没找老家政
府照顾他家一件事、安排一个人。”临澧县水利
局原局长王卫红说。

在侄儿余淼心里，七叔极其严厉。余淼学
的也是水利专业，大学毕业那会，一直在跑招
聘会找工作，就住在七叔家，每天投简历，去各
个地方面试。

一个多月里，余淼有几次想开口对七叔说
能不能给介绍一份工作，可余元君好像能看穿
侄儿的心思，总会对他说：“坚持。我觉得你是
有闪光点的、是优秀的，肯定能找到自己喜欢
的工作。”

后来余淼在长沙找到了一份绘图的临时工
作，余元君一有空闲时间，就教侄儿CAD制图和

使用软件，并耐心解释这些图纸描述的结构和需
要解决的问题。慢慢地，余淼熟练地掌握了CAD
软件，不久就被一家施工单位录用了。

近10年来，国家加大了对洞庭湖工程建设
治理的支持力度， 先后启动了蓄洪垸堤防加
固、蓄洪垸安全建设、三峡后续工程建设等重
大工程建设， 国家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每
年达到10亿元以上；而且，洞庭湖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管理与其他重点工程不同，往往是多个
重大项目同时启动。

为了更好地管理洞庭湖工程建设项目，更
好地保证资金安全，余元君提出了利用现代网
络技术进行项目管理的新思路。

他组织开发了“千里眼”项目管理系统，实
现了施工现场在线监管、施工及监理资料实时
数字整理、资金支付在线审批。压缩了时间，规
范了程序，同时还有效避免了项目管理人员与
参建各方面对面的接触，极大地降低了廉政风
险。

“项目监管和审批，该走哪个程序，在系统
里签字，谁也不能绕开，想腐也腐不了。”向朝
晖介绍。

目前，省洞工局大部分工程项目支付流程
都在系统中实现，大大减轻了参建单位的工作
负担。 这一利用系统加强项目监管的做法，也
得到了水利部纪检组和省纪委的高度赞誉和
褒奖。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余
元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贴切的写照。

荨荨（紧接1版④）我们致敬余元君，就要
像他那样，坚定理想信念，掌握过硬本
领，树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共产
党人的本色，当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
人民公仆。

省水利厅河长制工作处干部刘孝俊，
在余元君因公殉职后被抽调去整理他生
前的资料。他说：“余总的形象在我心目中
从陌生到清晰，最后高大起来。每一次想
起他，内心都充满力量。”他表示，要像余
元君一样，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专家，做一
个清廉的干部。

省生态环境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钟进说，洞庭湖是余元君为之奋斗一生的
主战场，也是我们生态环境保护战线“守

护好一江碧水”的主战场。我们要学习他
恪尽职守、 无私奉献的精神， 以忠诚、干
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投身“一湖四水”流
域内的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建设天蓝、地
绿、水清的新湖南奉献自己的力量。

省林业局宣传中心干部周建梅
说，余元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
洞庭湖治理中25年如一日，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 ，以实干践行初心 ，以实
效诠释使命， 值得我们年轻人好好学
习。作为林业系统的一位宣传员，我们
要多挖掘、 推介像余元君一样长年累
月在一线奔波，在大山深处、生态脆弱
地带的播绿人、护绿人，用他们的正能
量影响更多的人。

8月9日，G319国道花垣县麻栗场镇路段改道建设现场， 施工人员在悬崖上加
固边坡。入夏以来，该项目施工人员冒着高温酷暑，推进施工。 龙恩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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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周帙恒）“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委政
研室（省委财经办）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摆
在首位，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当好
“望远镜”、“放大镜”、“广角镜”，把学习成效体
现到参谋服务的政策文稿上、体现到干部队伍
的精神提振上、体现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工
作上。

突出政治引领。室领导率先垂范，始终把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工作主题，专门邀请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为党
员干部作辅导报告，带头用好学习强国、红星云、
湖南政研（财经）网等平台，抓好个人自学，开展
交流研讨，讲好专题党课，撰写读书笔记，增强学
习贯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注重学以致用。围绕参谋服务需要，分专
题、多角度、全方位、常态化学习，做好政策储
备，使每一篇文稿、每一次调研都充分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
全室先后举办理论学习读书班、 实地参观见

学、3次中心组学习交流会、青年干部理论学习
读书分享会等活动，真正做到以学促用、以用
促学、学用相长。各处室结合工作特点，组织党
员干部每周安排1-2天“早学”或“晚学”1小时
理论，并长期坚持。

坚持对照整改。按照“从一开始就改起来”
的要求，自觉对标找差距、查短板，在不断深化
学习教育和调查研究中， 把问题找准查实、把
根源剖深析透，对照查找出来的理论学习缺乏
系统性等12个问题，聚焦改文风，转作风，已经
整改到位并长期坚持7个，剩下5个问题正层层
压实责任，逐一整改销号。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记者 于振宇）“最是忠
诚显初心。对党忠诚，要拥抱新时代，做好分内
事，不辜负检察官的身份和使命。”近日，湖南省
检察院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微党课比赛举
行，检务督察处调研员何旭光讲述的《半条被子》
微党课荣获一等奖。 该比赛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通过讲述在工作实践中感触深刻的小事例、小案
例，来阐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道理,教育全
院党员干部锤炼过硬政治品格，自觉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使大家深受感染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以

来，省检察院在打好理论学习“组合拳”上下功
夫，为全体党员干部补精神之“钙”，强信念之
“魂”。制定集中学习计划，明确院领导和各党
（总）支部各阶段的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
主题。建立“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由院领导
带头围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
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作专题讲座或上党课。院
领导班子围绕省委部署的3个专题开展学习研
讨，各党（总）支部围绕“初心使命、创新发展、
司法为民、担当作为、清廉从检”5个专题开展
学习研讨；并将全院处级干部分为14个学习小

组，定期开展专题研讨。
同时，省检察院发放了《习近平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论述选编》等学
习资料，要求机关全体党员读原著、学原文、悟
原理，严禁以讲座辅导、集体学习代替个人自
学；还编印了主题教育应知应会100题的“口袋
本”，便于党员随时随地学习。此外，先后组织
党员干部到溆浦县开展“走红军走过的路”活
动，赴浏阳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缅怀革
命先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洗礼，以精神洗礼
促工作推进。

补精神之“钙” 强信念之“魂”
省检察院打出理论学习“组合拳”推动主题教育往心里走

将理论学习成果体现在参谋服务中
省委政研室（省委财经办）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荨荨（上接1版①）
会议听取了地质灾害防治、空间规划管理

和耕地保护督察等有关情况的汇报。 会议强
调，要优化空间规划管理，扎实抓好第三次国

土调查，高度重视基础地质调查，统筹划定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城镇开发边界三条红
线和城镇、农业、生态三个空间，全面提升国土
空间规划管理水平。 要按照立行立改要求，做

好耕地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决守住
耕地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底线。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调整一批行政权力事
项的通知》。

荨荨（上接1版③）
进口方面，机电产品进口占比超四成，

铁矿砂进口增速较快。1至7月湖南省进口机
电产品283亿元，增长15.3%，占同期全省进

口总值的42.5%；进口高新技术产品144.2亿
元， 增长8.7%，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21.7%。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83.5亿元，增长
35.5%；汽车进口38.1亿元，增长2.3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