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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周月桂

6月，南方大部雨水滂沱，湖南出
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6月
10日，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了省气候中
心专家，解读前期集中强降雨成因与
后期天气趋势。

近期雨水偏多近七成，
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及
以南地区

“今年以来湖南降水一直整体偏
多。5月下旬我省进入雨水相对集中
期，特别是 29 日以来我省处于强降
雨集中时段。”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
首席专家谢益军介绍，1月1日至6月
9日，全省平均降水量818.8毫米，较
常年同期偏多16.6%，共出现13次较
强降水过程。

到了5月下旬，降雨愈演愈烈，尤
其是5月29日以来，强降雨轮番来袭。

据省气候中心数据，近期（5月29
日至6月10日，下同），我省共经历了
三轮强降雨过程，分别为5月29日至
31日、6月2日至6日、6月7日至10
日，连续降雨已经历时13天。全省平
均降雨达136.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

多69.6%，位居1951年以来第3高位。
“近期强降雨的局地性和极端性

强。”谢益军介绍，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湘中及以南地区，累计雨量达250至
350毫米，有98个乡镇降雨超过300
毫米，其中16个乡镇累计雨量达400
毫米以上，2个站点超过600毫米，最
大小时雨强达88毫米。

冷暖空气剧烈汇合带来
一次次强降雨，厄尔尼诺事
件致气候异常

最强降雨因何而来？
谢益军认为，直接的原因是随着

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强盛的西南季风
向我国南方源源不断输送暖湿气流，
与此同时中高纬的环流形势相对稳
定，也有利于冷空气不断扩散南下，
冷暖空气在我省上空强烈汇合，导致
一次次强降雨天气。

间接的原因则和前期气候系统
的异常有关。

其中一个显著的因素是，自2019
年11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形
成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通
过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影响全球天气
气候，一般在厄尔尼诺的结束年，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初夏位置偏南，
西南季风长时间滞留在我国南方，与
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对峙，造成雨带位
置偏南、降雨强度偏强。

“当然，气候系统是一个由五大
圈层组成的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厄
尔尼诺仅是造成气候异常的影响因
素之一。”谢益军说。

2019 年、2020 年冬季青藏高原
积雪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使得春
夏季大陆上空较常年偏冷，海陆热
力差异减小，导致夏季风北上的动
力减弱，从而也有利于雨带长时间
停留在南方。

6月中旬仍将处于强降雨
集中期，重点防范湘西北、
湘北地区的山洪地质灾害

6 月后段天气趋势如何，省气
象局分析，10 日到 19 日，我省仍将
处于强降雨集中期。其中，11 日至
14 日，强降雨带将北抬，湘西北、湘
北地区处于雨水集中期，沅水、澧
水及资水下游流域洪水致灾风险
大。15 日至 16 日，白天为降雨间歇
期，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热天气为
主。16 日晚至 19 日，湘中及以北地

区有一次强降雨过程。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湘北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1 至 2 成，湘中及以南地区降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少。

气象专家指出，后段重点防范时
段为6月11日至14日、16日晚至19
日，重点区域由南转到北，重点防范
湘西北、湘北地区的山洪地质灾害和
沅水、澧水及资水下游可能发生的流
域性洪水。

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将进一步
强化部门联防联控、信息共享和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充分发
挥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第一
声音、权威声音的作用。据了解，5
月 29 日 8 时至 6 月 10 日 8 时，气象
部门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
统，向全省防汛责任人免费发送预
警信息 824 批次 246.6 万人次。

针对 5 月 29 日以来的强降雨集
中时段，省气象局共发布《重大气象
信息专报》共 3 期、《气象专题报告》
共 3 期、《气象信息快报》共 7 期，与
自然资源、水利部门开展联合会商，
发布《湖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共9期、《湖南省山洪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共8期。

（参与采写：张成成）

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因何而来

欧阳金雨

6月9日晚，滂沱大雨降临长沙
南城区。其中雨花区降水量最大，导
致20多处路段积水严重，许多人在
朋友圈转发提醒。6月9日8时30分，
湖南已紧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救助
Ⅳ级响应，6月10日9时又启动了水
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多个市
州也相继启动防汛IV级应急响应。
立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
全省正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

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6月1
日起，我省进入了长达3个月的主汛
期。进入主汛期，意味着进入了强降
水集中期，降雨将强度更大、历时更
长，突发洪涝灾害事件随时可能发
生，天气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极端天
气事件将明显增多。这对方方面面
提出了挑战。

凡事预则立。面对随时可能出
现的险情灾情，应对预案是否完善
可行？防汛工程、队伍、物资等是否
落实到位？预警信息能否畅通无阻
地到达基层干部群众？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情况是否有新的
变化？水利部门召开防汛会商会议，
监测预警、水工程调度、抢险技术支

撑等工作有条不紊开展；各地拟定
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基层干部
走村串巷，排查积水路面、危坎边坡
等灾害隐患点。这些都是与汛情赛
跑，把握先机、打好主动仗的体现。

莫道天灾无情意，最是风雨见真
心。6月9日晚雨花区的强降雨影响
通行，笔者在微信群看到，当晚市政
人员便齐上阵保畅通。6月10日一大
早，交警在危险路段及时设置安全警
示标牌，防汛小分队雨后清淤、排水
扶枝。风雨一线，总有逆雨迎风的忙
碌身影，让老百姓觉得安心、踏实。

气象工作是防汛抗灾的“第一
道防线”。如今大数据正助力防汛气
象服务更加“早、准、快”。不仅如此，
受新冠肺炎影响，今年农业生产的

“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多地在进
行气象预报时，还特别注重做好粮
食安全气象保障服务，及时发布农
业气象灾害预报预警和农业生产建
议。这既是不凡的创新，更给农户吃
下“定心丸”。

眼下，全省汛情仍在发展，严峻
的考验或许还在后头。保持战斗姿
态，工作升级、力量升级、责任升级，
我们就能做好万全准备，在防汛抗
灾中“考”出好成绩。

三湘时评

严阵以待 迎战汛期

抢修保畅通
6月10日，娄底市万宝新区娄星南路万宝隧道口由于暴雨导致山体滑

坡，该区管委会立即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动用10多辆工程车辆及机械到达现
场抢修清理，力争尽快恢复交通。 吴永华 摄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陈奕
樊）今天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办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二次审议稿进一步
明确了对公共文化服务资金的保障和监
管，并就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做出了
相关规定。

在此前的审议中，有常委会组成人
员提出，办法草案关于“建立与公共文化
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的规定难以落实，法规中不宜作财政投
入与财政增长挂钩之类的规定，也不宜
规定建立财政投入增长机制。为此，二次
审议稿立足我省财政的实际情况，同时
为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结合调研中的意见，拟作出修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
定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科学测算保障
本行政区域常住人口公共文化产品、服
务项目、活动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
算，并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需要逐步
增加。”

针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要严

格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
失”的建议。二次审议稿拟规定，公共文
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加强资产管理，建
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资产登记及相关手续，建立公共
文化设施资产统计报告制度，防止资产
流失。

如何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亦是二次审议
稿的关注重点。二次审议稿拟规定，推进
公共文化与旅游、体育深度融合，增加公
共文化服务总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
量。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
同样不可忽视，二次审议稿对此明确，少
数民族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做好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产品的保护、传
承、开发等工作，鼓励向社会提供具有民
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民族语言文字文化
产品。

此外，二次审议稿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供公共文
化服务产品，并明确“社会力量兴建、捐
建、捐赠公共文化设施的，依法享受税收
优惠”。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林城）根据省气象局短
期气象预报情况，省自然资源厅与省
气象局今天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
自 6 月 10 日 20 时至 11 日 20 时，受
降雨影响，湘西、湘西北大部分区域
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黄色

预警）。
黄色预警区域：常德市澧县西

部、临澧县北部、石门县，张家界市
永 定 区 、武 陵 源 区 、慈 利 县 、桑 植
县，怀化市鹤城区、中方县西北部、
沅陵县、辰溪县、麻阳苗族自治县、
芷江侗族自治县，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
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
山县等。上述地区各级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需加强
防范突发性地质灾害，做好险情和
灾 情 速 报 ，遇 强 降 水 启 动 防 灾 预
案。

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发布
湘西、湘西北大部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大

湖南日报6月10日
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琳）根据当前雨水汛情
和《湖南省水利厅水旱灾
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
程（试行）》规定，省水利
厅决定于 6 月 10 日 9 时
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
应急响应。

省水利厅要求相关
各单位、各部门，进一步
落 实 水 旱 灾 害 防 御 职
责，加强值班值守，强化
雨水情分析，提前预报
预警，加强山洪灾害防
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
中小型水库（水电站）防
守，加强水库运行监管
及安全度汛措施落实，
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
为抗洪抢险提供技术支
撑，扎实做好各项防御
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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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刘
勇）6 月 6 日以来，我省发生了入汛以
来覆盖范围最广、累计雨量最大、灾
害损失最重的一轮强降雨，目前还在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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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10 时起，启动防
汛Ⅳ级应急响应。

此轮强降雨累计雨量大、覆盖范

围广。全省累计降雨量为49.9毫米，全
省100毫米以上、50毫米以上笼罩面
积分别达 1.9 万平方公里、8.5 万平方
公里。点最大6小时、12小时降雨量分
别为醴陵市板杉乡站165.6毫米、江华
瑶族自治县车下站231.5毫米。降雨导
致湘江支流渌水、涓水、浏阳河等部分
河段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10日8时，
湘江湘潭站、资水桃江站、沅水桃源

站、澧水石门站、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
均在各自警戒水位以下。

省防指指出，全省14个市州均为
当前防汛抗灾工作重点区域。各级各
部门要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
相关工作措施，重点做好山洪和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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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员和工程安全。

湖南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湖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综合试
点在长沙市芙蓉区乔庄社区启动，将为正
式普查顺利推进提供经验和借鉴。

上午10时，普查员敲开了社区居民
黄素芳的家门。“近几年，住家人口变动比
较大。”在普查员的询问下，黄素芳详细介
绍了家里人员基本情况。在乔庄社区，有
近2700户人家需要进行这样的普查。

“乔庄社区是长沙市中心老城区，区
域情况复杂、人口代表性强，所以成为全
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综合试点承办地
区。”长沙市芙蓉区常务副区长谭雄伟介
绍，预计本月底完成综合试点普查工作，
届时就可以全方位检验湖南省人口普查
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包括普查区域
划分和制图、普查员选聘和培训、户口整
顿、摸底、现场登记和复查、数据审核汇

总等所有环节。
根据国家法规和安排，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先后于1953年、1964年和
1982年举行过3次不定期人口普查，自
1990年起，改为每十年定期举行一次全
国范围人口普查。据了解，湖南正式举行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点为2020年
11月1日零时，普查对象包括普查标准
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
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
国公民，以及在境内居住的港澳台居民
和外国人，普查内容主要调查人口和住
户的基本情况。

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高勇介绍，
与过去六次人口普查相比，今年我省将
使用手持终端设备进行人口普查数据填
报，同时引入大数据比对，以进一步提升
普查数据质量。

我省启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综合试点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龙文
泱 刘跃兵）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今天，湖南主会场活动在永州市江永
县勾蓝瑶寨开幕。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永州市政府主办，以“文物赋彩全面小
康·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为主题，包括开
幕式、勾蓝瑶寨瑶族生态博物馆概念规
划展示、“魅力勾蓝”网络文旅消费直播
活动、江永文旅融合资源对接大会四大
主题活动，以此推介湖南文物和遗产保
护经典案例，激发文旅市场主体活力。

开幕式上，省文旅厅与永州市政府签订
了《共同推进勾蓝瑶寨文物保护和旅游发展

框架协议》。双方约定充分利用勾蓝瑶寨优
美的自然生态、完整的田园空间、独特的民
族民俗文化、丰富的文物与非遗资源，整体
推进勾蓝瑶寨文物与非遗保护、文旅融合、
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改善、农村农业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打造乡村振兴、精
准脱贫、全面小康可复制推广的样板。

同时，还举行了“湖南非遗购物节暨
网红直播带货大赛”前十强颁奖仪式、

“湖南文物保护利用创新发展百佳案例
推介活动”启动仪式。

此外，6月13日前后，全省各地将以网
上宣传展示活动为主，开展非遗体验、非遗
知识宣传等190余项宣传展示活动。

“魅力勾蓝”迎来盛会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湖南主会场活动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实施办法草案进入“二审”

拟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保障和监管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余蓉）
为整肃中职教育领域的招生办学乱象、
严格推进中职阳光招生，今天省教育厅
召开全省中等职业学校阳光招生工作
视频会议。会议要求各市州教育行政部
门及时深入整改问题，坚决遏制中职招
生办学过程中违法违规违纪行为，为我
省职业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会议要求要严格规范招生信息发
布。今年，全省所有中职教育招生信息
均通过“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阳光信

息平台”及手机APP向社会权威、公开
公布，实现全省中职教育招生信息发
布统一、公开、真实、全面，并引导学生
和家长用信息化手段获取权威信息，
从源头上挤压虚假信息的传播空间。

要严格规范招生录取管理。今年
要全部实现市县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
取统一平台管理。市县两级做到所辖
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招生信息同步发
布、填报志愿同步进行、招生计划同步
调控、招生进度同步安排，实现依程

序、分批次有序录取。用大数据监督初
中学校指导学生填报志愿情况，凡是
初三生源流向异常的，一律作为买卖
生源的嫌疑线索提交纪检监察部门。

要严格规范中职学籍管理。做好中
职学校学生学籍信息报备、采集、录入
工作，确保录取报备信息、学籍信息和
当年招生信息一致，确保学生学籍信息
安全。从今年起，凡是未经市县高中阶
段学校统一招生录取平台录取和省阳
光招生信息平台录取备案信息的学生，

一律暂停电子学籍注册，直至相关中职
学校违规招生行为查办处理到位为止。

会上还通报了 2020 年我省中职
学校招生办学违规违纪的8个典型案
例，并决定取消长沙市英蓝中等职业
学校、长沙环球职业中专学校等8所学
校跨市州招生计划。省教育厅表示，今
年将联合省人社厅和驻厅纪检组，采
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开展多轮视导
检查。凡是在视导检查中发现市县审
批监管部门、中职学校、初中生源学校
存在违规违纪或监管失职、渎职行为
的，一律纳入负面清单管理，一律公开
通报，一律严肃追查主体责任履职情
况，一律作为问题线索提交省纪委。

我省召开全省中等职业学校阳光招生工作视频会议

坚决遏制违规招生行为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陈淦璋）
今天在益阳沅江市召开的全省推进乡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现场会提出：今年需完成
340个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截至5
月底已开工313个（含基本建成97个）；27
个未开工项目需快马加鞭，确保按时开工、
年底竣工运行。副省长陈文浩出席会议。

今年我省要实现洞庭湖区域所有乡
镇、湘资沅澧干流沿线建制镇以及全国重
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完成340个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

陈文浩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切实增强推进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的政治责任。当前要咬紧目标、攻坚
克难，全力以赴完成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任务。要把握总体要求，强化厂区和管网统
筹、建设与运行统筹、增量与存量统筹、工程
措施和机制建设统筹“四个统筹”。要强化
攻坚突破，对已规划但还未启动、已开工但
还未竣工、已建成但还未正常运行的三类项
目坚持分类施策。要加快政策落实，探索多
元化投融资模式，建立财政支持、社会参与、
使用者付费相结合的投入机制。

陈文浩强调，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已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等考核内容，
将严格落实清单制督办考核。

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再提速”
陈文浩出席现场会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黄拥军 楚峰）今天在益阳沅
江市召开的全省推进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现场会透露：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
的“四年行动计划”，2019至2022年，全
省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的乡镇要达到849
个，总投资达268亿元。其中，2020年底
洞庭湖区域所有乡镇、湘资沅澧干流沿
线建制镇，以及全国重点镇污水处理设
施实现“全覆盖”，共涉及乡镇340个。

自省委、省政府2019年4月部署乡
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四年行动计划”以
来，按照省统筹、市推动、县实施的工作
要求，各地加快部署推动。截至今年5月
底，全省新建成污水处理设施的乡镇共
103个，还有大批项目已经开工。长沙市
及所辖县市区率先实现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全覆盖”，长沙地区以外的南县、沅江
市、资阳区、岳阳县、渌口区、韶山市、鼎
城区、慈利县、永定区等县市区纳入“四
年行动计划”的项目已全部建成。

在资金筹集方面，国家开发银行、农
业发展银行、兴业银行等省内金融机构
主动对接，开通绿色办贷通道，为项目建
设提供金融支持。政府专项债券、一般债
券、财政补助、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多管
齐下”，强化了资金保障。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最近所
做的阶段性评估，全省纳入“四年行动计划”
的849个乡镇中，已采用或计划采用PPP模
式的416个、特许经营模式的97个，政府直
投模式的336个，分别占49%、11%和40%。
目前已通过贷款融资、一般债券、省财政专
项奖补等方式，明确了大部分资金来源。

849个乡镇要建成污水处理设施
总投资达268亿元

▲ ▲（上接1版）
清溪镇清溪村规模化葡萄种植基

地已达一千多亩，乌兰详细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以及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情
况，鼓励企业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
富。走进村党支部活动室，乌兰认真

询问村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党员联系
群众、网格化管理、流动党员服务管理
等情况。她指出，村级党组织要在发
展村集体经济中进一步提升服务能
力。

调研中，乌兰强调，要坚持党建引

领，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
乡村振兴。要深入研究新时代农村基
层党组织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五
化”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基层党建水
平。要完善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切实
发挥党员在村级事务管理和服务村民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要在
发展经济中积极作为，引导工商资本
下乡，带领农民群众发展乡村产业，促
进增收致富。要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
经济，特别是长株潭地区要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