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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曾彦彦

沟渠干涸、饮水困难、农作物减产……旱
情牵动着人们的心。 10月10日的气象干旱指
标监测显示，全省共有97县市出现气象干旱。

省气象局相关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以
下简称“副高”）稳定、北方冷空气势力弱以及
台风位置偏东是造成当前湖南干旱的主要原
因，未来旱情将有所缓解。

现状：97县市出现气象干旱，
32县市达到特旱标准

湖南的雨季在7月15日正式结束，自那以
后，高温少雨成为常态。 近一个月以来，我省
气候总体表现为气温异常偏高、 降水异常偏
少、蒸发量偏大，干旱状况呈持续发展态势。

据省气候中心统计，过去30天（9月11日
至10月10日）湖南气温异常偏高，位居1951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1高位。 同时，降水异常偏少，
位居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1低位。蒸发量偏
大，7月16日至10月10日， 全省的平均蒸发量
较常年同期偏多67.1%。

从7月16日开始，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影
响， 我省干旱呈发展态势，8月10日开始全省
大范围出现不同程度干旱，8月底受台风及冷
空气影响略有缓解，进入9月后受新一轮高温
天气及持续降水偏少影响，干旱维持并发展，
10月份以来持续发展蔓延， 多县市达到重旱
以上标准。 10月10日的气象干旱指标监测显

示，全省共有97县市出现气象干旱，其中34县
市达到重旱标准，32县市达到特旱标准，特旱
区主要位于湘东北地区。

受干旱的影响， 我省出现大面积土壤缺
熵、水库水位低等影响。

成因：“副高”、冷空气、台风
都有份

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
省气象服务中心专业气象服务首席专家邓晓
春均表示，“副高”稳定、北方冷空气势力弱以
及台风位置偏东是造成当前湖南干旱的主要
原因。

谢益军说， 今年以来， 副高面积异常偏
大，强度异常偏强，脊线位置主汛期偏南、7月
下半月以来以偏北为主， 这使得副高系统非
常稳定。 气流运动是形成降水的一个重要因
素，而居于副高控制之下的湖南，仿佛被罩上
了一个“锅盖”，阻碍了气流运动，难以形成降
水。

“海温异常是造成上述大气环流异常的
重要外因。 ”谢益军介绍，今年是厄尔尼诺结
束年，从去年9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于今年
7月结束。 多年数据显示，在厄尔尼诺结束年
份的秋季， 欧亚中高纬以纬向型环流形势为
主，东亚槽偏弱，这就意味着南北向的空气交
换较少，不利于北方冷空气的向南输送。

邓晓春说， 今年生成的台风大多较以往
位置更为偏东，多在沿海或海上，湖南深居内

陆，台风位置的变化让其对湖南的影响变小，
这也是影响今年省内温度偏高和降水偏少的
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 湖南气温异
常偏高、降水异常偏少、蒸发量偏大，使得湖
南干旱状况呈持续发展态势。

后期：旱情将有所缓解，农作物
需积极采取措施抗旱保收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10天，省内冷空
气较为活跃，中低纬环流平直，省内湘西、湘
北降雨偏多，其他地区正常或偏多，预计湖南
旱情将有所缓解。

气象专家提醒，旱情或有缓解，但形势依
然严峻， 相关部门还需做好蓄水保水等抗旱
工作。 同时，气象部门也表示将时刻待命，抢
抓有利时机加强人工增雨作业。

持续干旱天气，农作物受影响较大，专家
提醒农民朋友，积极采取措施抗旱保收。 目前
晚稻已接近收获，需水量不多，受旱情影响不
大。 遇到严重干旱的田块，应采取措施取水灌
溉，确保晚稻“干湿壮籽”必需的水分需求，收
获前1个星期停止灌水。 而旱杂粮和果茶等经
济作物应注意引水保墒， 可采用割草铺园或
用稻草、 稻壳等覆盖的方式， 还可以浅耕除
草、切断果树根部毛细管，从而达到抗旱保墒
的效果。 蔬菜应注意采取覆盖遮阳网、地面覆
盖稻草和地膜等措施避免阳光直射， 减少土
壤水分散失。

�干旱是怎样形成的
———专家详解气象干旱成因及发展趋势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戴帅汝 唐林）今天，冷空气的前锋抵达
湖南，长沙上空聚集起雨云，一架“运七”飞机
从长沙某机场起飞，穿越云层，一路燃烧碘化
银，促成雨水凝结，滋润了焦渴的大地。 这是
我省气象部门今年首次飞机人工增雨作业。

9时30分，执行湖南人工增雨作业的空军
某部“运七”飞机准时升空，上午围绕“长沙
市—宁乡—安乡—常德市—临澧—桃源—慈

利—沅陵—张家界市—桃源—临澧—益阳
市—宁乡—长沙市” 航线， 下午围绕“长沙
市—宁乡—常德市—宁乡—安乡—湘潭市—
华容—汨罗—岳阳市—平江—宁乡—长沙
市”航线进行飞机增雨催化播散首飞。 该机组
机长谭建平说，飞机增雨作业机动性好，影响
范围大。 今天的重点作业区域是常德、 张家
界、怀化、益阳、岳阳等地，根据气象台预报，
今天天空条件良好，作业完之后，对湖南的旱

情将有所缓解。
据介绍，8月24日以来， 全省各级气象部门

抓住有利作业时机， 适时开展了地面高炮和火
箭人工增雨作业。 截至10月10日，9市州30县市
区已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13次，累计影响面积约
2.37万平方公里。 此外，150套火箭、52门高射
炮、202支作业队伍已进点待命， 随时准备抢抓
时机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0月至12月，气象
部门还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常规
化飞机人工增雨作业。 通过开发利用空中云水
资源，增加土壤含水率和抗旱水源，降低森林火
险气象等级，改善生态环境。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刘勇）10日，
省水利厅印发通知， 进一步安排部署水利防
旱抗旱工作。 同时， 省水利厅派出两个工作
组， 分赴张家界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指
导防旱抗旱工作。

通知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防旱
抗旱工作。要加强旱情监测，强化旱情分析应对。
密切监视降水、径流及土壤墒情变化，加强对工

程蓄水、饮用水源的实时监测，科学研判旱情形
势和发展趋势，及时发布干旱预警信息，为防旱
抗旱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要突出工作重点，全力
确保群众用水安全。 把确保人饮安全放在防旱
抗旱工作的首位， 千方百计确保旱区群众基本
生活用水。 要采取有力措施保障集中供水工程
的正常运行，同时对分散解决饮水问题的农户，
要因地制宜采取引、调、提、送等应急供水措施，

保证群众饮水安全。 要优化资源配置，科学调度
工程蓄水保水。 全面掌握当地蓄水现状，根据用
水需求细化水量分配计划，科学调度工程水源。
同时，配合气象部门人工增雨作业，合理调度工
程蓄水保水，努力增加抗旱水源。 要深入抗旱一
线，加大基层抗旱服务工作力度。 各地要适时派
出工作组，在旱情问题突出的重点时段、重点区
域，面向用水矛盾突出的重点对象，指导和帮助
群众采取必要措施， 解决抗旱中存在的实际问
题。 同时要加强基层节水宣传，进一步增强群众
节水意识， 在全社会营造节水抗旱的良好秩序
氛围。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奉永成）
10月13日是第30个国际减灾日， 主题为
“加强韧性能力建设，提高灾害防治水平”。
今天，记者从湖南省2019年国际减灾日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十三五”以来，我省防灾
减灾能力不断增强，截至9月30日，已提前
避灾300余万人次，投入救灾资金22亿元，
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我省自然灾害频发， 每年都不同程度
的发生水旱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自
然灾害。 据省应急管理厅统计，截至9月30
日，“十三五” 以来， 我省受灾人口共计
5001.5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1145.6亿元。

全省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 水利部
门建成了覆盖14个市州和110个县市区的
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 气象信息服务站
覆盖全省所有乡镇， 2.3万余个山洪地质

灾害隐患点的管控均落实到人。 截至9月
30日，“十三五”以来，全省共投入救灾资
金22亿元，下拨救灾物资20余万件，有效
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投入资金58.6
亿元，实施地质灾害治理4486处，搬迁避
让各类灾害6.93万人， 消减地质灾害隐患
9126处。 已建成各类水库14121座，各类堤
防总长度1.87万公里； 建成地震应急避难
场所126处，建成地震安全农居6.1万户。

目前，省应急、自然资源、水利、气象、
地震、 林业等部门已建立起自然灾害综合
监测预警预报联动工作机制， 正大力推进
湖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防汛抗
旱、自然灾害救助、地质灾害等专项应急预
案的修订工作等。今年，全省已创建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127个， 并纳入国家综合减灾
示范县试点范围。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王茜）昨
天，湖南省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网
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在长沙高新区， 联合
发布了2019年（首届）湖南省互联网企业
50强榜单。 50强中，长沙占据46席，集聚效
应明显。

这项评价选取代表企业规模、盈利、创
新、成长性、影响力和社会责任等6大维度
的8类核心指标，综合行业发展特点和专家
意见，对指标设置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生成
综合得分，取前50名企业为互联网企业50
强。 这次评出的50强企业，收入主要通过
互联网业务实现，且2018年互联网业务收

入不低于1000万元。
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湖南竞网智赢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湖南草花互动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位列50强榜单前
5名。 50强企业中，有电子商务类企业21家、
娱乐传媒类企业10家、 企业服务类企业10
家、互联网教育类企业5家、生活服务类企业
2家，健康医疗类与金融类企业各1家。 2018
年，50强企业互联网业务收入超过235.9亿
元，比上年增长31.3%；营业利润总额为19.8
亿元，比上年增长16.1%；研发投入达到14.9
亿元，比上年增长30.1%。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黄利飞）
10月10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百富
榜名单，上榜门槛20亿元，财富计算截止
日为今年8月15日。 马云家族以2750亿元
财富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马化腾、许家印
分别位居榜单第二、 第三。 湖南共有28位
企业家（家族）上榜，其中爱尔眼科陈邦排
在湖南首位，来自三一重工的富豪有7位。

陈邦的财富值为530亿元， 在榜单中排
名第47位，较上年排名上升18位；湖南地区
进入榜单前100名的，还有三一重工梁稳根，
财富值350亿元， 居第81位； 蓝思科技周群
飞、郑俊龙夫妇，财富值345亿元，居第85位。

“榜上有名”的企业家（家族），多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企业家的财富变化，与其所
掌控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化密切相关。

近年来， 爱尔眼科股价随业绩一路扶摇
直上，陈邦“身家”节节攀升，排名不断靠前。
蓝思科技实际控制人周群飞、 郑俊龙夫妇曾
于2015至2018年连续四年蝉联湖南首富，但
随着蓝思科技股价持续萎靡， 二人目前财富
值已较顶峰时期缩水一半。

跻身榜单的湖南企业家还有爱尔眼科
李力，远大集团张跃、赖玉静夫妇，富兴集
团易大盛，益丰药房高毅，老百姓谢子龙、
陈秀兰夫妇， 尔康制药帅放文、 曹再云夫
妇，三一重工唐修国、毛中吾、向文波、袁金
华、周福贵、易小刚，大汉控股傅胜龙、速卫
玲夫妇等。永清环保、三诺生物、天舟文化、
宏达电子、凯美特气、道道全、艾华集团、汉
森制药、步步高、金贵银业等上市湘企的实
际控制人入围榜单。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邓华丽）10月8日上午，杨泗港长江大桥
正式通车，大桥设计主跨1700米，是世界上
跨度最大的双层悬索桥。 华菱湘钢为该桥供
应钢板2.9万吨，接近用钢总量的二分之一。

杨泗港长江大桥主桥设置双层双向12
车道， 是世界上通行能力最大的公路桥梁。
大桥对钢材的性能要求非常苛刻，钢材既要
有支撑重量的强度， 又要有一定的延展性，
还需具备抗冲撞的抗压性，钢材冲击值的要
求是普通桥梁用钢的2.5倍；华菱湘钢依托先

进的板材生产技术装备，通过加大对高性能
桥梁钢研发攻关，最终按时、按量、按质将钢
材交付给客户。

近年来，华菱湘钢桥梁钢因质量好而销
路广，已经连续三年稳坐国内市场“头把交
椅”。 其中2017年销量突破50万吨，2018年
突破70万吨，2019年有望突破90万吨。 世界
首条六线铁路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
桥、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
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斜拉桥———沪通
大桥等桥梁，均应用了华菱湘钢桥梁钢。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林俊）长沙海关今天发布信息称，根据海关
总署近日公布的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
场地名单，长沙黄花综保区进境食用水生动物
指定监管场地验收合格，具备鱼类、甲壳类、软
体类水生食用动物进境口岸资格，成为我省第
二个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

长沙黄花机场海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首个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位于长沙机场

口岸，于2017年获批。此次长沙黄花综保区进境
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获批后， 可实现进
境水生动物在机场口岸和黄花综保区的无缝对
接，有力推动“区港一体化”进程。具体来说，此后
海鲜贸易企业在长沙机场口岸进口的保税食用
水生动物，无需在口岸现场接受查验，可直接运
至黄花综保区查验放行， 有效提升进口海鲜的
通关时效性及便捷性。 同时，大大缓解长沙机场
国际货站的货物吞吐压力， 进一步凸显黄花国

际机场枢纽的生鲜快速通关特色优势。
据了解， 目前多家企业已在综保区内设

置了冷库及暂养场所， 可实现批量进口海鲜
的暂养和分拨。 结合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
监管场地资质， 不仅提高海鲜产品的存活率
和周转灵活性， 未来还可开展保税电商进口
等新模式下海鲜产品通关作业， 长沙消费者
有望实现“手机一点，进口海鲜到家”。 长沙黄
花机场海关将大力支持黄花综保区依托直通
黄花机场的交通条件， 积极开展海鲜进口业
务，全面推动进口生鲜贸易在长沙的发展。

据海关统计，今年1-9月，长沙机场口岸
共进口食用水生动物1.13万吨、货值1.53亿美
元，分别比2018年全年增长3倍、3.19倍。 预计
明年我省进口食用水生动物贸易规模将突破
3亿美元。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肖霄
通讯员 姜颖娅)今天上午9时23分许，G2128
次高铁列车缓缓驶入邵阳站， 站台上一片欢
呼。这是邵阳首列直通昆明的列车，今后坐高
铁从邵阳去昆明，将十分便捷。

G2128次高铁7时46分从长沙始发，9
时23分经停邵阳站3分钟，15时7分到达

昆明南。 从邵阳站至昆明南，全程约5小
时41分。

目前，邵阳站高铁可直达北京、上海两
个直辖市，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
南昌、杭州、贵阳、昆明等9个省会城市，还
有计划单列市深圳。 邵阳市正力争开行至
成都、重庆等城市的高铁列车。

进一步部署水利防旱抗旱工作
省水利厅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张家界、自治州

我省完成今年首次飞机人工增雨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剪纸展开幕
10月10日，长沙市望城区华夏剪纸博物馆，市民在欣赏《祝福祖国》大型剪纸作品。当天，“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展览启幕，展出以民间剪

纸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秦石蛟为代表的剪艺大师的剪纸作品70余幅，礼赞新中国，弘扬传统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我省第二个进境食用水生动物
指定监管场地获批

未来有望开展保税电商进口海鲜业务

湖南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以来，已提前避灾300余万人次

2019年湖南省互联网企业
50强榜单发布

上榜企业2018年互联网业务收入超过235.9亿元

2019胡润百富榜出炉

湖南企业家占28席
爱尔眼科陈邦居首

杨泗港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近一半用钢由华菱湘钢供应

邵阳直达昆明高铁列车开通

“一招制敌”
10月11日，赴科威特执教教官李闪亮（左）为官兵演示一招制敌技法。 当天，武警湖南总队

机动支队开展“学典型、争先进、创一流”主题党日活动，2名赴科威特执教的教官登台演示技
艺，与官兵畅谈经验，分享荣誉背后的故事，激发官兵的练兵热情。 吴建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