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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孟姣燕 实习
生 姚晓晗）防震减灾，科普先行。今天省地震
局举行湖南省防震减灾科普大会新闻发布
会，省地震局联合省应急管理厅、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省科协，将于7月28日唐山地震43
周年之际， 在长沙共同主办全省防震减灾科
普大会， 提升全民防震减灾科学素质和全社
会抵御地震灾害综合防范能力。

据悉，自1931年8月双峰4.8级地震后，湖
南已有88年未发生过破坏性地震， 全省大多
数人没有大地震的经历，对地震不太了解。

近年来， 全省地震系统及相关部门立足
湖南实际， 将科普宣传与防震减灾工作同部
署，建立了地震、应急、教育、科技、科协、宣传
等多部门合作机制， 创建了国家级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示范学校10所、 国家级地震安全示

范社区14个， 建成地震应急避难场所126处，
依托地震台站、 科技馆等建设了一批防震减
灾科普场馆。

省地震局副局长曾建华介绍，目前，我省
民众防震减灾科普知识普及率有较大幅度提
高，但防震减灾意识和防灾减灾避险、自救互
救能力还不高， 防震减灾科普工作仍然任重
而道远。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肖日凡）长沙现已进入高温季节，长沙市
住建局近日下发《关于切实做好高危季节建
筑施工作业人员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以
预防安全事故和高温中暑等事件发生。

通知要求，加强在建工程现场安全防护，
高处作业必须有可靠的操作平台和防护用
品，禁止穿拖鞋、裙子的人进工地，防止中暑
发生跌落引起高处坠落；高温季节施工，作业
人员身体裸露部位较多，身体易出汗，极易造
成触电事故， 各施工现场要严格执行施工用
电规范，加强安全用电管理，严禁私拉乱接电
线。合理调整施工作业时间，避免高温时段室

外作业，中午11时至15时不得在阳光直射下
施工作业；气温高于37℃天气，要立即停止露
天施工作业。 高温作业场所要采取有效的通
风、隔热、降温措施，尽量减少高空和深基坑
作业，对年老、身体素质差、不适应高温作业
的人员要及时调换岗位。

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温期间
建筑施工作业场所的监督检查， 特别是建
筑工地露天作业、 高处作业场所的监督抽
查，对防暑降温措施不落实的，要依法依规
予以查处。 长沙市住建局将不定期对施工
项目高温季节建筑施工作业人员劳动保护
工作情况进行督查。

7月28日唐山地震43周年之际

我省将举办防震减灾科普大会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实习生 姚晓晗

湖南地震灾害风险隐患较为突出

6月29日、30日，娄底双峰连续发生3级以
上有感地震，经测定，本次地震为天然地震，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震中有少量房屋出现
墙体开裂、玻璃破碎的现象。

“一般来讲，3级地震不会造成房屋破
坏。”7月26日，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欧阳承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湖南地区地震有三大
特点，即震源浅、烈度偏高、破坏偏大。

欧阳承新认为， 全省地震灾害风险隐

患较为突出。湖南位于内长江中游地震带，
境内发育有众多的活动断裂 ,具备发生中强
破坏性地震的构造背景。常德、岳阳、益阳
等3市的部分地区地震基本烈度为7度区，
占全省总面积的3.7%。 其中常德为全国地
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之一，1631年发生在常
德的6.8级地震， 是华南内陆历史记载最大
地震之一。 长沙也是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
御城市。

我省地震预警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6月17日四川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地

震预警系统发挥了预先告知作用。
欧阳承新介绍，2015年，国务院批复国家

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项目建议书。 湖南作为
项目组成地区和单位， 同步开展了湖南分项
目。根据总体方案，我省将建1个省级数据处
理中心、1个省级网络通信中心、1个省级信息
发布中心、1个省级技术保障中心和140个台
站、30个紧急地震信息应用终端。

目前，台站的选址、设计等工作正在按照
计划推进，预计在2020年底完成台站建设。工
程完成后， 将具备地震烈度速报和地震预警
信息发布能力，提高全省地震应急反应效能，
减少地震损失和人员伤亡。

� � � � 最近，我国地震有点活跃。特别是6月29日、30日，双峰县连续发生3级以上有感
地震，让湖南百姓对地震更加关注：我省地震灾害风险隐患如何？我省地震预警能力
怎样———

听省地震局专家谈我省地震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实习生 莫凡

1米多高的白色筒状物，两边各装有一块
太阳能电池板，“长”得像个航天器，实则是污
水处理的“高手”。

7月25日， 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生态
环境科技成果推介活动在长沙举行。在航天凯
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位上，该公司最
新研发的农村户用型污水处理一体化设
备———“航天罐”，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这种一体化设备污水处理规模从600升
到5吨不等，针对的正是广而分散的农村面源
污染。”航天凯天环保技术中心副总经理田华
介绍。

磷是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物。“航天
罐”采用电解除磷的方法，解决了普通生化除
磷难以达标， 化学除磷需要添加药剂导致操
作不便、 成本增加等问题； 加之有太阳能供
电， 这套设备将污水处理总体成本控制在0.2
元/吨以内，低于市场同类产品一半。

守护好一江碧水，离不开科技的力量。我
省环保产业年产值已突破2600亿元， 一批环
保科技企业成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和污染
治理的“生力军”。

推介活动现场，湘牛环保的独创工艺，让
黑色污水在一体化设备中处理消毒后可直接
饮用；湖南现代环境科技创新采用“超声波”
技术， 有效去除生活垃圾渗滤液中的多种污

染物……
依托中南大学等高校院所的科研资源，

我省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走在全国前列。
砷，有剧毒，砒霜中即含有“砷”。采矿、冶

炼过程中可产生大量含砷废渣， 这些废渣中
的“砷”形态不稳定，易溶于水，产生污染。

“我们用了5年多的时间，找到了一种合
适的物质，可在常温、常压下与废渣中的砷发
生反应，让砷由不稳定变为稳定，最终实现安
全填埋。”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南大
学产学研合作企业，公司董事长高伟荣介绍，
这个过程中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 才最终克
服了温度控制、压力控制、成本控制等难题。

目前，这套有色冶炼砷危废安全处置技术，
可将砷渣的浸出毒性降低至数分之一， 不仅应
用到国内多个省份的7个项目，还走出了国门。

“科技治污、精准治污，就是要兼顾技术先
进性与经济合理性。”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
灵认为，目前我省湘资沅澧的干流水质是达标
的，一些支流还存在不达标情况，环保企业可以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园区环保管家” 等方面发
力，提供先进、适用的系统解决方案。

� � � 7月25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生态环境科技成
果推介活动在长沙举行， 湖南多家环保企业在现场一展
治污本领和“新招数”———

长江保护中的湖南环保力量

长沙加强高温季节施工安全管理
气温高于37℃，工地停止露天施工

建筑工地送清凉
7月26日，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黄花综合保税区项目建筑工地，青年志愿者给一线建

筑工人送上绿豆、凉茶等防暑降温物品。当天，省直机关工委开展建筑工地防暑降温送清
凉慰问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苏同欢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唐嘉余）在今天举行的华为中国生
态之行2019长沙峰会上，华为将领先的数
字平台和行业数字化转型方法论带给湖南
地区的客户和伙伴， 并与这些客户伙伴共
同探讨信息化产业的战略机遇和行业数字
化的转型经验，为共建智慧湖南、实现湖南
产业升级和行业创新建言献策。

华为湖南政企业务总经理李永猛介
绍，目前，湖南与华为在共同推进云计算、云
数据中心建设，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智
慧城市建设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人才培养
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全方面、深层次的合作。

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方面， 通过与华
为全面深入地合作， 益阳智慧城市建设项
目陆续推进与上线 ， 益阳先后荣获了
“2017中国智慧城市示范城市奖”“2018中

国领军智慧城市”等7项荣誉；在产业创新
方面，猎豹汽车基于华为云平台，大力发展
智能互联、智能驾驶、智能能源、智能网联，
车主享受到更加人性化的驾驶体验，企业焕
发生机；在行业发展方面，省卫计委与华为
紧密合作，构建了远程分级诊疗体系，目前
该体系已覆盖319个乡镇卫生院、50个区县
医院，实现了全省医疗资源纵深覆盖，部分
偏远农村地区也享有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在此次峰会上， 华为还发布了系列闪
存新品， 将为湖南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
一步提供可靠、 高效、 智能的数据存储服
务。华为表示，未来华为将继续发挥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领域
的核心能力与技术， 把数字技术作为助力
湖南省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引擎， 与湖南
的客户伙伴共同迈向智能时代。

华为数字技术助推智慧湖南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