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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1日讯 今日上午，
在邵阳武冈召开的机场建设发展
工作座谈会上，邵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刘事青与省机场管理集团总
经理、党委书记刘志仁签订《邵阳
武冈机场委托管理协议》，将机场
管理权正式移交给省机场管理集
团。 这标志着邵阳武冈机场已进
入试飞通航前的倒计时阶段。

邵阳武冈机场定位为开通
民用定期航班的国内旅游支线
机场， 预计2016年底建成试飞，
2017年上半年正式通航。机场飞
行 区 等 级 为 4C， 主 要 以
B737-700、B737-800 及
A320-200型飞机为设计目标机
型，近期拟开通至北京、上海、广
州、三亚、深圳、昆明等城市的航
线。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通讯员 关杨博 陈世武

5月31日，由省妇联、省
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联合
主办的“让爱留守·百县千
村万户农村留守流动儿童
关爱特别行动”启动仪式在
永顺举行，省妇联主席杜亚
玲宣布活动启动，并向荣众
留守儿童学校的孩子们送
去了420个彩虹包裹， 还现
场慰问了20名贫困儿童。

近年来，省妇联、省妇
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加强了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
护，率先建立省级农村留守
儿童数据库，推出了“温暖
微行动”公益平台。据统计，
从2012年实施“温暖微行
动” 以来，30万孩子已从中
受益，42所贫困学校受赠课
桌椅2万套， 边远县区的农
村留守儿童拿到了4万个彩
虹包裹。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立平 万轩妤

本报 5月 31日讯 今
日， 我省2016年未成年人
“我的中国梦·学习和争做
美德少年”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在以革命先烈詹乐贫同
志名字命名的汉寿县詹乐
贫中学举行。

按照中央文明办要求
和省文明委工作部署，此次
由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共
青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
委共同主办， 常德市文明
办、汉寿县文明委等部门承
办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为
契机，突出“我的中国梦”学
习教育主题，积极引导广大
未成年人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全省
未成年人爱学习、 爱劳动、
爱祖国， 争做美德少年。省
文明办、省妇联、省关工委
办公室等部门及各市州文
明办负责同志和部分师生
代表参加活动。

当天，举行了集中观看

我省“全国美德少年”事迹
展播， 并由常德市美德少
年、汉寿县太子庙中学学生
曾释迦现场书写活动主题，
汉寿县美德少年代表领读
活动倡议，文艺表演和签名
寄语等活动。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
明办主任刘进能出席活动，
并寄语全省少年儿童：牢记
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
接受帮助。刘进能说，举行
湖南省2016年未成年人“我
的中国梦·学习和争做美德
少年”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就是要发动和引导少年儿
童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讲道德、尊道德、守
道德，塑造美好心灵、提升
道德素养、 养成良好习惯，
坚定报国之志，加倍努力学
习，勇攀科学高峰，不断增
长本领，努力成长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刘建国

本报5月31日讯 这两天，
全省阳光相伴，大部地区以晴朗
天气为主， 气温也大幅回升。省
气象台今日发布预计，未来一周
省内气温前高中低后高， 呈现
“过山车”走势。6月1日至3日，省
内有一次较明显的强降水过程，
气温下滑，2日为最强时段，局地
暴雨；4日降雨南压减弱。

监测显示，5月30日，省内有
62县市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
30℃，全省平均最高气温30.6℃。
今天最高气温湘西30℃-32℃，

其他地区32℃-34℃。而此前的
5月29日， 全省平均最高气温才
24.3℃。

同时，受天气影响，不少市
民家中这两天地面或墙壁出现
了回潮现象， 屋内潮湿不堪。对
此，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慧解
释道：“近两天西南暖湿气流旺
盛， 地面相对湿度达到90%以
上，加上天气晴朗，气温较地面
温度回升快，出现温差，水汽开
始凝结，所以出现了‘回潮’。”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张倩

“长江湖南段崩岸从5月10
日开始进行应急处险，4360米崩
岸现已全部完成治理。”5月31日
上午，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了
我省今年前段汛情特点及后期
的形势分析。

据介绍，受超强厄尔尼诺影
响，我省今年提前入汛，呈现出降
雨过程多、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
灾情总体轻、局部受灾重的特点。
在各地扎实备汛、积极应对下，洪
涝灾害损失得到了有效减轻，全
省灾损平均值比近5年同期少
23%，至今未发生人员死亡，也未
发生水利工程重大险情。

6月1日起，我省将进入长达
3个月的主汛期， 全省将重点防
范局地暴雨山洪，各类水库、尾矿
库的防守，四水和洞庭湖的防守。

今年以来200万人受灾

今年以来，“湘资沅澧”四水
及长江入湖水量总量为1125.7
亿立方米，4月1日以来总量为
751.5亿立方米， 分别比历年同
期均值偏多40%，洞庭湖城陵矶
水位4月21日以来就一直超过
1998年同期水位。

据介绍，今年以来的强降雨
已造成我省13个市州85个县市
区835个乡镇200.48万人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148.65千公顷，
倒塌房屋4514间， 紧急转移人
口6.2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8.47
亿元（其中水利设施直接经济损
失4.15亿元），比近5年同期灾损
平均值少23%。

截至目前，未因洪涝造成人
员死亡（民政部门统计因灾死亡
14人，其中建筑物倒塌7人、滑坡
掩埋3人、雷击3人、溺水1人。据
核实这些死亡事件发生时，所在
地均无强降雨）。

率先完成长江崩岸处理

“今年虽然与1998年是一样
的洪水， 但却不是一样的灾。相
比1998年来讲，现在的天气预报
更加精准， 防护措施也更加牢
固，不仅加强了科学调度，还发
挥了工程效益。” 省防指相关负
责人介绍。

“全省通过山洪灾害预警系
统发布预警短信15.8万条次，启
动预警广播3400余站次。省防指
先后27次调度五强溪、 双牌、欧
阳海、 柘溪等大型水库拦蓄洪
水，有效减轻了防洪排涝压力。”
该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流经湖
南163公里， 全部位于岳阳市境
内，其中影响今年安全度汛并纳
入应急处险的崩岸险情有10处
4360米。5月10日水利部门提前
完成崩岸应急处险设计方案审
查并批复下达处险任务。 连日
来，各施工单位克服长江水位偏
高、 雨水天气偏多等不利因素，
迅速开展抛石作业，终于赶在主
汛期前完成任务 。5月 31日，
4360米崩岸应急抢险全部完成，
在长江流经的全国6个省中率先
完成崩岸处理。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杨粲

长江湖南段数公里崩岸险情完成治理
省防指通报，今年以来200万人受灾，灾损比近5年同期少23%，未因洪涝造成人员死亡

本报5月31日讯 今天，记
者从省社会组织党工委获悉，为
真正落实好“两学一做” 中的
“做”，省社会组织党工委办公室
专门制定了《实施方案》，并成立
了学习教育协调小组， 目前，全
省各级社会组织党工委已全面
开展了党员学习教育，并结合自
身工作性质，以学促做，推动社
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

据省社会组织党工委介绍，

“会企脱钩” 作为一项重要的改
革任务，各级社会组织还将把握
好时间节点，明确分工，抓好脱
钩后的党建工作。像基金会等慈
善组织，亦可运用“两学一做”，
来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慈善
法》，以推动普法宣传。此外，省
社会组织管理局将根据社会组
织的特点，引导其参与到精准扶
贫的队伍中来。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欧策

气温坐“过山车” ，“晒不干底裤”的天来了

天气连线

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
我省未成年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启动

社会组织以学促做，推动规范健康发展
彩虹包裹送给留守儿童

本报5月31日讯 5月31日
晚，由长沙市妇联举办、湖南中
粮可口可乐发起，以“发光吧，女
神”为主题的2016年首场关爱女
性分享大会在长沙举行，300名
女性出席会议。“活动旨在帮助
女性朋友提高自身技能，解决目
前所面临的困难与障碍，成功就
业、创业。”长沙市妇女联合会主
席谭慧慧表示。

大会现场，特邀嘉宾“80后”
创业美女陈小鹿分享了自己如何
从一名化妆师变身美食经营者；
时尚媒体人秦昊和人才运营专家
梁晓玲分别从创业对外宣传与对
内管理进行剖析， 为有创业意向
的现场朋友指点迷津。

■记者 张文杰 通讯员 刘汝婷

三百女性
星城共议关爱分享

武冈机场
年底建成试飞

集装箱

践行“两学一做”
活动连线

5月31日，蓝天白云下，湘江从长沙市主城区穿城而过，当天17时，湘江长沙水文站水位为31.18米，比历
年同期均值偏高。6月1日，我省将进入长达3个月的主汛期。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