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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7月3日， 常德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

大会，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胡伯俊到会并
宣布省委决定：周德睿同志任常德市委书记。

� � � � 新华社北京7月3日电 7月3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通电话。 双方就中美关系和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汉堡峰会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强调， 我和总统先生在海湖庄
园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取得重要成果。与此
同时， 两国关系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
响，中方已向美方表明了立场。我们很重视
总统先生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 希望美方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习近平强调， 中美双方应该按照我们
在海湖庄园达成的共识， 牢牢把握中美关
系发展大方向，坚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
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
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进展。

特朗普表示，美中关系前景广阔，我们

两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可以相得益彰。我
愿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这一立场没有变化。

特朗普表示， 即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议题广泛， 十分重
要。 我期待着同习近平主席及其他领导人
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探讨。

习近平指出， 当前， 全球经济面临挑
战。中美有必要同其他成员一道，加强二十
国集团作用，形成合力。各成员应该加强沟
通、协调、合作，围绕“塑造联动世界”的主
题，推动汉堡峰会取得积极成果，促进世界
经济增长。

双方还谈及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等问
题。

两国元首同意在德国汉堡举行会晤，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

� � � �新华社莫斯科7月3日电 3日， 国家主席
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莫斯科， 开始对俄罗斯联
邦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下午2时3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
专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专机机场。 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 受到俄罗斯政府高
级官员热情迎接。

习近平出席机场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中俄
两国国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观看分列式。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友
好的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

祝愿。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
好伙伴，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当前，中
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双方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
持，积极开展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
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中俄发挥大国作用和担当，树立了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为维护地
区及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强大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 这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
后第六次来俄罗斯。 我期待着同普京总统就

深化双边关系、 推动中俄各领域合作以及共
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
见，同两国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广泛接触交流。
相信此行将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向前发展。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
抵达。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也到机场迎接。
在结束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后， 习近平

还将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并赴汉堡出席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习近平应约
同特朗普通电话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常德督导
检查防汛工作，并赶赴省防指会商。

省委副书记乌兰，省委常委、长沙市委
书记易炼红，副省长杨光荣，省军区政委
冯毅，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督导检查或
会商。

许达哲一早赶到汉寿县沅南大圈防
洪堤检查。面对汛情，当地干部群众全体动
员起来，大堤沿线每隔10米左右就安排人
员值守， 并开掘了导渗沟来降低大堤含水
量，确保大堤稳固。许达哲向驻守当地的负
责同志详细了解了查险处险措施。 得知头
天晚上巡查发现并排除了4处险情，许达哲
强调，要狠抓责任落实，突出重点、不留死
角，确保对各类隐患险情早预防、早发现、
早处理。 许达哲还来到位于沅南大圈北部
的围堤湖蓄洪垸分洪闸， 查看分洪设备维
护情况，了解闸口流量、蓄洪面积、蓄洪量
等各项指标。他指出，要做最好的努力、最
坏的打算， 各类分洪、 蓄洪设施要严阵以
待，随时准备好为抗击洪水发挥作用。

上午11时， 许达哲从常德赶赴长沙，
看望慰问连日齐心合力迎战湘江洪峰的
社会各界人士。 在长沙城区湘江防洪堤湘
江中路段，一道牢固的防洪子堤沿江而立，

一侧是39.34米高的滔滔洪水，另一侧是安
然无恙的长沙城。 许达哲沿江一路行走一
路查看，向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党员干部、部
队官兵、企业职工以及志愿者队伍、热心市
民表示慰问和感谢。他对大家说，长沙能够
安全挺过第一波洪峰过境， 老百姓能够井
然有序地正常生活，多亏你们的辛苦付出。
有你们在，长沙人民放心，湖南人民放心！
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军民
同心协力，各界凝心聚力，我们一定能战胜
洪水灾害，把自己的家园守护好。

许达哲随后赶到黄兴镇高塘村画田
垸。 他关切询问了当地居民的安危和相关
处置措施。 得知垸内200多居民已经提前
安全转移，并迅速筑好安全围堰，许达哲表
示赞许。他说，面对险情，一旦需要转移必
须果断决策、迅速行动，坚决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切实保障好受灾转移群众的基
本生活。

下午2点，许达哲再次来到省防指，与
值守在这里的乌兰、 杨光荣等省领导就下
一步防汛工作展开会商。他强调，虽然当前
全省汛情有所缓和， 但仍然面临上游来水
压力较大、可能再次出现强降雨等问题，绝
对不能松懈。

荩荩（下转2版①）

许达哲在长沙常德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不松劲 不懈怠 做好
打大仗硬仗持久仗的准备

乌兰参加会商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通讯员 谭显润）
今天上午， 国家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委托副
部长顾朝曦， 给带队正在新化县指导救灾
工作的省民政厅厅长唐白玉打来电话，详
细了解湖南遭遇特大暴雨洪灾情况， 听取
了关于湖南各级民政干部参加抗洪救灾工
作情况汇报， 对湖南省委省政府高效有序
应对洪灾给予高度评价， 对各级民政干部
积极投身抗洪救灾给予充分肯定， 对战斗
在抗洪救灾第一线的广大民政干部表示亲
切慰问。

6月28日以来， 湖南遭受今年入汛以
来最强降雨袭击。 灾情无时无刻不牵动着
民政部领导的心，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
副部长宫蒲光、 顾朝曦等多次关注过问湖

南灾情， 黄树贤部长亲自到部救灾司询问
调度湖南救灾工作进展， 民政部救灾司司
长庞陈敏一直高度关注， 派出工作组到湖
南指导抗洪救灾工作，针对湖南灾情，国家
减灾委、民政部启动了Ⅳ级应急响应，调运
救灾棉被2万床、 折叠床5000张等大量救
灾物资。

黄树贤勉励湖南民政干部在省委省政
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践行“民
政为民、民政爱民”宗旨，继续发扬在关键
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民政优良传
统，夺取抗洪救灾工作的最后胜利，全面保
障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民政部
将全力支持湖南抗洪救灾工作，帮助灾区群
众开展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民政部部长黄树贤

慰问我省抗洪救灾一线民政干部

周德睿任常德市委书记

习近平抵达莫斯科
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刘勇 柳德新
通讯员 杨粲）今天0时12分，湘江长沙站迎来特
大洪峰，洪峰水位39.51米，比39.18米的历史最高
水位还高出0.33米。今天20时，湘江长沙站水位
已缓慢回落至39.21米，仍超保证水位0.81米。

据气象预报，7月9日之前，全省范围内不
会有致灾性的暴雨。

今天22时， 洞庭湖城陵矶站水位34.53
米，超警戒水位2.03米，接近34.55米的保证水
位，且处于继续上涨的态势。

为减少洞庭湖入湖压力， 省防指今天调
度五强溪水库、柘溪水库等控制性工程，合计
减少7000立方米每秒的出库流量。

荩荩（下转4版①）

湘江超历史
洪峰过长沙
洪峰水位39.51米，

超历史最高水位0.33米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陈昂昂 ）
今天，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继续在永州督导
检查防汛减灾工作。她要求，要及时开展灾
后重建工作， 切实发挥党员干部带头引领
作用。

永州连日普降大到暴雨， 造成祁阳、冷
水滩等14个县区76.8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达16亿余元。李微微一行先后深入受灾严
重的零陵区杨梓塘社区、东安县石期市镇民
主居委会、冷水滩区曲河街道等地看望慰问
受灾群众及参与抗洪救灾的当地干群、部队
官兵，巡查了浯溪电站、宋家洲电站、双牌
水库大坝、 湘江电站大坝和永州零陵机场
等地， 还在永州市公安局通过天网系统查

看了全市灾情。
在零陵区杨梓塘社区，志愿者与医生正

用消毒水冲洗清淤。李微微一行沿着萍阳南
路一路往南，随机走访受灾群众。居民卜平
伍经营着一家废旧品回收站，在洪灾中损失
惨重。李微微勉励她，要树立信心，“只要人
没事，生活就会好起来。”同时，李微微叮嘱
当地负责人，一定要落实好对受灾群众的各
项帮扶政策。

洪水过后的东安县石期市镇民主居委
会，一片狼藉。当地干部群众正与解放军指
战员、武警官兵共同清理家园，大多数战士
已经连续3天没有合眼。

荩荩（下转2版②）

李微微在永州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

及时开展灾后重建
发挥党员干部带头引领作用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根据省委统一安排，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率队来到岳阳市督导检查
防汛抗灾工作， 并分别在岳阳市防指和省防
指召开防汛会商会。他强调，要充分认识今年防
汛抗灾的严峻性、特殊性和持久性，牢固树立大
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抢抓当前有利时机，坚持科
学精准调度，突出防汛抗灾重点，上下齐心、分
秒必争，奋力夺取防汛抗灾全面胜利。

省领导乌兰、谢建辉、黄跃进、杨光荣
出席防汛会商会或参加督导检查。

在赶赴岳阳的途中， 杜家毫与省防指取
得联系，详细了解当前五强溪、柘溪水库出库
流量， 洞庭湖城陵矶出湖流量以及湘江长沙
段实时水位等数据， 并要求省防指每小时上
报一次数据。抵达岳阳后，杜家毫直奔城陵矶
水文站，实地察看汛情，了解洞庭湖城陵矶实
时水位和出湖流量。数据显示，上午9时30分，
城陵矶水位为34.37米，超警戒水位1.87米，出
湖流量达45200立方米/秒。 经对比一小时之
前的数据，杜家毫指出，目前洞庭湖呈涨势，

而湘江长沙段、资水等呈落势。上游水位超历
史，就必然导致下游泄洪超历史。要抓住当前
降雨间歇，以及三峡、五强溪、柘溪水库削减
出库流量的有利时机，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分
秒必争，加快洞庭湖洪水向长江行洪，有效降
低湘江、资水、沅水当前水位，缓解上游防汛
压力。

来到南津港大堤， 杜家毫仔细察看南湖
排渍情况。紧急调运而来的多台移动电排，正
源源不断将南湖洪水抽排至东洞庭湖。杜家毫
嘱咐当地负责同志，要统筹处理好南湖泄洪与
蓄洪的关系，一方面要通过抽排等措施，确保岳
阳城区防洪安全；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南湖的
蓄洪功能，尽量为湘江泄洪腾出空间。

下午3时，杜家毫赶回长沙，直接来到省
防指召开防汛会商会， 分析研判未来72小时
全省降水分布和雨量情况，了解城陵矶水位、
出入湖流量，五强溪和柘溪水库水位、出入库
流量， 以及湘江水位等实时数据。 他再次叮
嘱，面对超历史的汛情，必须做好超历史的准
备。当前，要突出湘江这一重点，进一步加强

对相关水库的精准调度， 强化上下游协作配
合，确保平安度汛。

杜家毫说， 今年是村级基层组织换届之
年， 也是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后经受的首
次大汛考验。此轮强降雨以来，全省各级党员
干部始终和人民群众奋战在一起，勇于担当、
攻坚克难，无私奉献、众志成城，让鲜红的党
旗飘扬在防汛抗洪的第一线， 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杜家毫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今
年防汛抗灾的严峻性、特殊性、持久性，把防
汛抗灾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任务， 牢固
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 坚决服从省防指
的统一指挥调度，真正做到工作一盘棋、上下
一条心，全力以赴夺取防汛抗灾全面胜利。要
通过这次防汛抗灾，进一步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好地遵循经
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针对薄弱环节
不断完善相关工作， 确保今后防汛抗灾越来
越科学、越来越主动、越来越有效，让人民群
众越来越放心、安心。

杜家毫赴岳阳督导检查防汛抗灾工作并召开防汛会商会

抢抓有利时机 树立大局意识
奋力夺取防汛抗灾全面胜利

乌兰出席防汛会商会

湖南日报评论员

7月3日，星期一。蓝天白云下的长沙城 ，
市民们车照开、班照上、书照读，偌大的都市
井然有序。 只是湘江两岸大堤上密集的砂卵
石、沙袋和轰隆的施工机械，佐证着这座城市
与特大洪水搏斗还在继续， 这场与自然灾害
的斗争还远未到言胜之时。

省会长沙这种紧张而又有序的 “抗洪
图”，正是我省抵御特大汛情时那种保持足够
定力、敢与天争与地斗精神面貌的缩影。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重视敌
人”， 向来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艰难困苦重要的
方法论。 在应对这场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汛情

中，省委既强调各地要“以最高标准全力迎战超
历史最高水位”，“用各级领导干部的坚守和付
出,换来人民群众的安宁、安全”，同时又要求各
地各部门保持定力、科学调度，引导群众增强避
险意识，该撤离的撤离，该转移的转移，坚决把
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省委的决策
部署，成为指导全省各地防汛抢险的根本遵循。

这场汛情来势之快 、之猛 ，极为罕见 。面
对特大汛情，全省各地科学调度、合力应对 ，
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各地各级领
导干部坚持靠前指挥， 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
了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出 “关
键少数”凝聚人心、凝聚战斗力的关键作用。
正是因为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靠前指挥 、科

学调度，几十万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全省军民
上下齐心，我们能说：有决心、有能力打赢这
场大仗、硬仗。

全省部分地区天气虽然放晴，但汛情、险
情、灾情仍未完全消除，整个防汛抗灾容不得
有任何松懈。

眼下，湘江长沙段水位虽有消退，但依旧
维持着超警戒水位。 需要格外引起高度警觉
的是，由于永州等地的强降雨，湘江下游又将
面临新的一轮洪峰。 经受高位洪水多日重压、
冲刷的河岸、湖堤，面临着更多、更大的压力和
隐患。这就需要我们再接再厉，继续保持旺盛的
斗志，从最危险处着想，坚决做到“水不退，我不
撤”，直至夺取防汛抢险的最终胜利。

再接再厉，夺取防汛抗灾最终胜利

� � � �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 连日来， 全省普降暴雨，受
灾严重。省军区党委高度重视，把防汛救灾
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视灾情为命
令，把灾区当战场，迅速部署开展防汛抢险
救灾， 全区万余名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投身全省抢险救灾战场， 以坚决有力的行
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省军区领
导更是身先士卒， 深入险情最重的地方靠
前指挥督导。

针对近期发生多轮强降雨灾情， 省军
区司令员黄跃进先后深入益阳、长沙、岳阳
等灾情严重的地方，一线指导抢险救灾。他
强调，省军区各级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
任担当，主动请缨、担当重任，充分发挥部

队民兵防汛抢险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要
闻灾而动，哪里有灾情，需要军事机关和民
兵支援抢险救援， 就要及时迅速投入救灾
行动。要严密组织，区分任务轻重缓急，科
学合理救援；要履职尽责，加强对防汛救
灾工作的督促指导，领导要靠前指挥，机
关职能部门要加强与地方防指协调，及
时掌握汛情灾情和地方领导防汛督查安
排， 确保省军区各级能够深入一线组织
指挥。

省军区政委冯毅先后来到岳阳湘阴县
浩河口镇、岭北镇，常德市区沅水沿岸、汉
寿、 长沙湘江沿线和长沙县黄兴镇等灾情
一线检查防汛工作。

荩荩（下转4版②）

省军区领导深入险情灾情一线
靠前指挥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