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18日讯 2020年
12月3日至2021年1月1日， 我省
将举行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艺
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 考生考
试前14天须连续进行自我体温监
测， 并关注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公
众号，申领电子健康卡。

记者了解到， 为保障考生和
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教育考试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考生须在参加考试前14天连续进
行自我体温监测， 自行打印如实
填写《2021年艺术统考考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登记表》（以下
简称“考生健康表”）并签名，考生
进入考场前， 须上交一份填写完
整的“考生健康表”给考点工作人
员；同时，考生须关注湖南省居民

健康卡公众号，申领电子健康卡，非
绿码（电子健康卡）的考生或在考前
14天内有过身体异常、 有境外或国
内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 疑似病
例和确诊病例接触史的，须提交7天
内由专业机构提供的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此外， 考生须提前准备好足量
的口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赴考时，
须全程佩戴口罩。 考生须提前到达
考点，按指引检测体温，出示专业考
试证、身份证及“考生健康表”，有序
入场， 考试当日体温测量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点。进入考点、考
场前，考生须始终佩戴口罩（身份核
验时除外），笔试时可以自主决定是
否佩戴，面试时不得佩戴口罩。

■记者 黄京 杨斯涵

11月18日，湖南烈士公园，长沙女孩们的着装正适合这“冬夏混搭”的天气。
实习生 任杏梓 罗杨薇 莫凤琴 记者 郭辉 摄

30.6℃！短袖热情后迎来更刺激强降温
今日起全省气温将“换季式”跳水，最高降幅达18℃，过冬衣物赶快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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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得要开风扇了”

11月18日，长沙艳阳高照，
晒得人头皮发麻。 市民纷纷吐
槽，不看日历，仿佛还在夏天，
中午在外面穿短袖也不冷，“气
候变化太快，让人反应不过来，
不知道穿什么好了！”还有市民
表示，“热得要开风扇了。”

据悉， 长沙从10月下旬到
现在，对比历史同期，晴朗天气
多， 气温偏高。“今天肯定是本
月最热的一天了。”长沙市气象
局新闻发言人丁玄介绍， 白天
长沙城市站15点最高气温达到
30.6℃， 这是有历史资料以来
长沙在11月第2高的温度，长沙
历史上11月最高气温发生在
2013年11月2日，达到32.2℃。

丁玄解释，10月中旬以来，
北方冷空气势力较弱， 对湖南
地区基本没有影响， 所以持续
晴朗无雨天气； 近几天低层西
南气流加强， 地面暖低压发展
强盛， 造成了最高气温突破历
史同期极值。

不止长沙。11月18日，湖南
多地气温偏暖。 记者从省气象
局了解到，当天14时至15时，全
省54个站点最高气温突破了

30℃，其中常宁31.4℃，吉首、
新晃、茶陵30.9℃，安化、麻阳
30.8℃。

气温大跳水，最高降18℃

“这是气温下跌前最后的
‘倔强’。”丁玄介绍，受强冷空气
影响， 预计18日夜间至19日长
沙有一次明显降温降雨过程，
24小时气温下降10到14℃，大
部分地区有中等雷阵雨，局地伴
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20日至24日冷空气南
下，带来持续阴雨天气，气温逐
渐下降至10℃左右。

“今天还30℃，马上就要换
季式降温了？”不少小伙伴嘀咕，
这天气真够怪的。“前期由于天
气连晴，气温维持偏高格局。”省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剑科解释，
“受低空急流及切变辐合与较强
冷空气共同影响， 湖南降温剧
烈，风力加大，并出现强对流天
气；23日前后，湘西、湘北最低
气温将降至6℃以下。”

省气象台预计， 湖南将迎
来强降温、强对流、风力加大天
气过程，气温将“换季式”下跌。
其中，19至20日、22至23日有

两次冷空气影响，省内风力明显
增大；冷空气影响下，最高气温
降幅达12℃以上，湘南降幅可达
18℃。

实际上，放眼全国，很多地
方早已开启入冬进程。我国中东
部地区今年入冬以来范围最广、
强度最大的一次雨雪天气过程
已于17日启程，中央气象台已连
续发布暴雪、暴雨及海上大风预
警，内蒙古、东北18日已迎来暴
雪，尤其是内蒙古、东北等地有
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

气象专家提醒，注意防范局
地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滑坡
等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防范阴
雨天气可能造成的低能见度、道
路湿滑和雷暴对交通运输与出
行安全的不利影响；尤其注意防
范雷暴大风和偏北大风对水上
交通、高空作业、临时建筑等安
全的不利影响；关注和防范19日
开始的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油
菜、柑橘等水果蔬菜采收，以及
大风对农业设施的不利影响。

此外，19日起省内降温剧烈
且后期气温持续较低，需做好流
行性疾病的预防工作，并提醒公
众注意防寒保暖。

■记者 李成辉

骄阳当空，飙升到30℃的气温，长沙市民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夏天还是冬天？11月
18日，我省多地热出了夏天的感觉，最高气温超过30℃。

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局了解到，当天15点，长沙最高气温30.6℃，已经打破11月中
旬最高气温历史纪录。经历短暂的“夏天”后，湖南将迎一次强降温、大风、雷暴等强对
流天气过程，将出现“换季式”降温，一夜之间，气温直降最高达18℃。

本报11月18日讯 今天，
自然资源湖南省卫星应用技
术中心在长沙挂牌， 并向6家
联建单位以及全省14个市级
中心授牌。这标志着湖南已初
步构建了集自然资源卫星遥
感应用评价、遥感数据采集和
专题产品生产、自然资源主责
主业技术支撑、相关行业拓展
服务、省市县网络协同于一体

的省级卫星应用技术体系。据
了解，湖南也是全国首个卫星
应用技术中心实现市州全覆
盖的省份。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陈松
岭介绍， 湖南创新建立的省级
卫星应用数据库、资源库、技术
库、模板库，依托政务内网和互
联网，以自然资源云服务平台、
协同服务平台、 卫星云遥等应

用系统为基础， 建成共建（数
据）、协建（产品）、帮建（服务）三
种模式，与市、县自然资源卫星
应用单位共同支撑区域卫星遥
感应用模式。同时，卫星遥感技
术还广泛应用于财政、 发改、审
计、水利等部门，为推动社会经
济发展、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丰富的数据保障。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艺考生看过来！
考前14天须连续测体温
进入考点、考场前须始终佩戴口罩

本报11月18日讯 记者从今
日召开的2020年长沙市“庆祝世
界儿童日 点亮儿童未来”主题活
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2020年是
长沙市儿童友好三年行动计划的
收官之年， 作为全国第一座儿童
友好巡礼城市，长沙于11月16日
至11月22日集中开展儿童友好
相关活动， 展示长沙儿童友好型
城市创建的最新成果。据悉，今年
长沙将新增20所儿童友好型试点
学校， 年底全市儿童友好型企业
将达40家以上。

每年的11月20日为世界儿
童日，今年长沙全市多栋高楼、景
观建筑将参与到世界儿童日点亮
活动当中，6000多辆出租车也将
加入本次公益点亮行列， 届时全
城将亮起“儿童友好之光”。与此
同时，市民还可以通过关注“儿童

友好成长树”，线上点亮“儿童友好
之光”。11月16日至11月22日，长沙
在一周的时间里集中开展儿童友好
相关活动。

据了解， 长沙在全国率先出台
《长沙市儿童友好型学校建设导
则》，强调“儿童优先、儿童平等、儿
童参与”，以“从一米的高度看世界”
和“蹲下来和孩子说话”的理念，创
建儿童友好型学校， 不断增强儿童
的幸福感、自由感和公平感，促进儿
童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2018年12
月， 长沙市确定长沙市雅礼洋湖实
验中学等22所学校为长沙市首批儿
童友好型试点学校。

记者获悉，11月底，长沙将进行
全市第二批20所儿童友好型试点学
校评比遴选工作。

■记者 周可 实习生 何洁
通讯员 刘玉秋 陈昱竹

长沙将新增20所儿童友好型试点学校

本报11月18日讯 今日下
午， 长沙数智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举行揭牌仪式， 标志着新型
智慧城市建设的“长沙模式”正
式启航。

组建长沙数智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是长沙市以建设“新型智慧
城市示范城市”为抓手，落实“三
智一芯”战略、“四精五有”理念的
重大举措。 长沙市数据资源管理
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武在揭牌仪
式上表示，自去年以来，长沙政府
信息化建设和数据资源管理已经
初步形成全市规划“一盘棋”、建
设运营“一体化”、数据资源“一本
账”的统筹管理格局。张武认为，

组建长沙数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标
志着长沙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和数
据资源管理工作迈上了一个全面协
同、统筹集约的新台阶，将开启长沙
新型智慧城市实现高质量建设、专
业化运营、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篇章。

据悉， 长沙数智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将全方位谋划长沙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管理运营，聚焦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全力打造数字政府；聚焦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全面优化数
字管理；聚焦数字经济“全面赋能”，
全力激活发展动能， 推动长沙数字
经济发展、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走在
全国前列。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张晶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长沙模式”正式启航

自然资源湖南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挂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