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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近日，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50纳米浮栅式代码型闪存芯片全线量产。武汉新
芯运营中心副总裁孙鹏表示，公司针对快速发展的物
联网和5G市场，持续研发自有品牌的闪存产品，拓展
产品线。

湖北省政府印发的《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稳
定增长若干措施》明确，加快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支持行
业龙头企业创建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建强一批产业
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壮
大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谋划部署一批新基建项目，支
持武汉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湖北部分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企业，凭借优质过硬产品稳住了市场，并于危
中寻机，实现逆势扩张。4月15日，中国船舶武船集团

在青岛基地交付了复工复产后第一艘船舶——32.5万
吨矿砂船ORE FUZHOU号，这是我国第三代矿砂
运输的主力船型；4月10日，长动集团复工后首批产
品——重约195吨的汽轮发电机组发往成都；老牌机
床企业武重集团从3月19日复工到4月中旬装配了4
台盾构机，发往深圳、南京等地。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带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
级，成为拉动湖北工业增长的新引擎。”湖北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厅长王祺扬介绍，近年来，湖北以高端数控机
床及系统、机器人、智能光电子装备等领域为重点，开
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一批“智能制造”骨干企业。

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国内外高端医疗器械龙头企
业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形成集聚，医学影像设备、生命
维护与支持设备、激光医疗设备、植入性高端医疗器

械、生化检测及基因测序临床诊断等五大重点领域实
力不断提升，移动医疗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健康管
理等智慧医疗和大健康领域正加速布局。

2015年，湖北启动了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项目，
连续研发了两代北斗导航定位芯片，如今，武汉正推动
基于“北斗+”的智能化服务应用。据介绍，武汉国家航
天产业基地建成后，将在武汉形成一条汇集火箭、卫
星、遥感、航天材料、运控等业务的航天产业链。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表示，要充分发挥湖北科教
资源丰富、人才资源富集的优势，以更大力度推进
科技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
局产业链，培育更多行业龙头企业、更多细分领域

“小巨人”企业，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湖北主攻智能制造，带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释放政策红利 驱动创新引擎

本报北京7月6日讯 记者常
理报道：近日，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
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气象局
等部门对2020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
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经核定，上
半年，全国自然灾害以洪涝、风雹、地
质灾害为主，森林火灾、地震、干旱、
低温冷冻和雪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
生。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4960.9万
人次受灾，271人死亡失踪，91.3万
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9万间房屋倒
塌，78.5万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农
作物受灾面积6170.2千公顷；直接
经济损失812.4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次上升

41.5%，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
数量分别下降26.2%、53.7%，直接经
济损失上升15.3%。与近5年同期均值
相比，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
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下
降18.6%、32.4%、75.6%和16.9%。

上半年全国平均降水量（275.9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7%，主要江河来
水总体偏多，19个省（区、市）309条河
流发生超警洪水，其中45条河流发生
超保洪水，12条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
据统计，上半年洪涝灾害造成26个省
（区、市）1770.7万人次受灾，84.8万人
次紧急转移安置，1.5万间房屋倒塌，
直接经济损失393.1亿元。

上半年自然灾害情况公布
以洪涝、风雹、地质灾害为主

本报北京7月6日讯 记者杨学
聪从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北京高考将在7月7日至10日
进行。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
表示，经过全面消杀、精心布置，全市
17个考区、132个考点校、2867个高
考考场都按照防疫要求和高考要求，
准备就绪，各方面安排全面到位，力
保49225名考生顺利参加高考。

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疫情风险
等级查询显示，截至7月5日15时，
北京高风险地区仅剩1个，中风险地
区22个，低风险地区24个。北京市
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全市已
连续8天出现确诊病例保持在较低

的个位数水平，防控形势整体趋稳向
好，但疫情传播风险尚在。

庞星火提醒广大市民，要坚持
做好个人防护和环境清洁消毒，保
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见面不握手，尽
量不碰触公共设施和物品；出现身
体不适应全程戴好口罩及时规范就
医，杜绝松懈、侥幸心理。到过新发
地市场的人员以及近期接触过确诊
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人
员，要调整心态，继续关注自身健康
状况，如就医应如实报告病情和流
行病学史。各社区、各隔离点要严格
管理，做好保障，确保隔离措施落实
到位。

北京高考考场全部准备就绪
本报北京7月6日讯 记者熊丽报道：国家发展改

革委近日下达了2020年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共
安排456.6亿元，支持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本次投资计划坚持立足疫情防控急需，在项目

安排上重点向疫情严重地区、急需紧缺领域倾斜，全

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筑牢疫情防控救治
第一道关口，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升级改造重大
疫情救治基地，提高危重患者救治水平，储备一定数
量的救治设施设备，急时服从国家统一调配。投资计
划突出“一钱多用”，在满足防疫需求的同时，着力补
齐县城城镇化建设短板，推动大城市大医院“瘦身健
体”，全力支持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和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项目建设，保障脱贫攻坚任务如期
完成。

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

456.6亿元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

本报北京7月6日讯 记者常理报道：6日，国家
防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连线浙江、江苏、贵州、湖北、安
徽、湖南、江西等省份防指和消防救援总队，与水利、自
然资源、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进一步分析研判雨水汛
情，安排部署当前防汛抗洪工作。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6日，长江中游干流监利
至莲花塘、九江江段、洞庭湖城陵矶、鄱阳湖湖口、太湖
超警。预计近期强降雨区仍位于西南东部、江南北部、

江淮南部及湖北南部一带。依据雨水情及工程调度现
状，长江中下游干流可能全线超警。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要求，各地防指要高度重视
当前长江、太湖流域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组织水利、自
然资源、气象等部门加强联合会商研判，密切掌握汛情
发展，全力做好预测预报工作；要督促各级防汛责任人
上岗到位，加大排查隐患力度，发现险情要及时报告，及
时处置；要加强超警河段堤防、超汛限水库、山洪地质灾

害危险区的巡查防守，重点部位要安排专人24小时监
视，前置布防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等应急抢险救援
力量，做好应急力量调配，必要时可跨区域调用；要做好
行蓄洪区、洲滩民垸内人员以及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人
员的转移避险准备工作，加强人防和技防措施，确保受
威胁人员早转移、早安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对防
洪重点地区和汛情严重区域要加强指导，加派工作组、
专家组协助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

长江中下游干流可能全线超警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进一步安排部署防汛抗洪工作

本报杭州7月6日电 记者黄
平、通讯员徐燕飞报道：7月6日14
时，杭嘉湖东部平原河网全面超警
戒水位。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
旱应急预案》，浙江省防指决定于7
月6日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
提升至Ⅲ级。

位于杭州建德境内的新安江水
库，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水库。受强降
雨影响，新安江水库水位持续走高，
7月6日11时水位已达106.5米。7
月5日开始，浙江省水利厅、应急管
理厅、气象局等部门组成的专家组
分别进驻新安江水库。7月6日11
时，建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
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鉴于目前情
况，浙江省决定于7月7日上午10
时对新安江水库开启3孔泄洪闸泄
洪。这是9年来，新安江水库首次开
闸泄洪。目前，新安江各水上项目已
停止一切活动，并针对船只开展缆
绳加固、转移等工作。各沿线乡镇防
汛抗旱指挥部均按照Ⅰ级应急响应
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安排人员开
展沿江堤防、地势低洼处、农户住房
巡防工作。

为应对新安江水库泄洪可能带
来的江水暴涨现象，杭州富阳区各乡
镇积极落实防汛抗灾。7月6日，富阳
区农业农村局配合东洲街道，对富春
江沿岸江堤、在建工地开展巡查，对

沿江钓鱼人员及时进行劝阻，对靠近堤坝和低洼处房屋
人员进行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此外，7月6日14时，杭州余杭区东苕溪瓶窑站水
位达6.71米，超过保证水位（6.66米）。根据余杭区防
指发布调动令，14时30分北湖分洪闸开闸泄洪。北
湖分洪闸6孔全开分洪，分洪最大流量可达525立方
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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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7月6日电 记者柳洁报道：受近期强
降雨影响，湖北境内江河湖库水位快速上涨。湖北省
水利厅6日发布通知，将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
急响应提升为Ⅲ级。

武汉市入梅以来第七轮强降雨已持续3天，自7
月5日6时至6日13时，当地累计最大降雨量达511.4
毫米。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6日清晨发布通
报，从当日5时起，将武汉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Ⅳ级提
升至Ⅲ级；6时30分，武汉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再次
由Ⅲ级提升至Ⅱ级。

武汉连续提升

防汛应急响应级别

本报南昌7月6日电 记者刘兴报道：受连日来
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增加的共同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水位快速上涨，7月6日，鄱阳湖湖口水文站水
位涨至警戒水位19.50米，“鄱阳湖2020年第1号洪
水”形成。预计未来几天，鄱阳湖水位还将持续上涨。

目前，江西省启动了防汛救灾Ⅳ级应急响应，鄱
阳湖沿岸各县也启动了不同级别的防汛应急响应，
组织党员干部24小时驻守堤坝巡堤查险，提前准备
防汛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确保
各大小圩堤安全度汛。

6月下旬以来，江西省大部持续降大到暴雨，受
强降雨及长江中上游来水共同影响，今年以来鄱阳湖
水位在5日首次超警。目前全省各大河流共17个站
点发生超警洪水，昌江、乐安河全线超警，并出现洪水
复涨。受此轮强降雨影响，江西省紧急转移安置1.2
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0.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5
千公顷，绝收2.7千公顷，倒塌房屋27户61间，严重
损坏房屋68户122间，一般损坏房屋297户595间，
直接经济损失4.9亿元，暂未接到人员伤亡的情况报
告，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

鄱阳湖突破警戒水位

本报贵阳7月6日电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
道：近日来，贵州局部地区再次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
不同程度遭受洪涝灾害。据贵州省气象台预计，贵州
本周将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此前已
经启动气象灾害（暴雨）Ⅳ级应急响应。

面对灾害天气，各地强化调度，积极开展灾后重
建，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贵州省江口县日前遭遇的强降雨天气造成该县
双江街道、坝盘镇等4个乡（镇、街道）的3.7万余人受

灾。面对灾情，该县105个村的脱贫攻坚队迅速变身
“防汛救灾先锋队”，确保了群众安全，将损失降到了
最低，用实际行动为群众筑起坚固“防洪堤”。

7月6日，贵州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工作提
示，要求各地进一步压紧压实群众转移避险包保责任，
认真做好强降雨期间群众安全转移避险工作，在强降
雨期间对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要安排专
人24小时巡查盯守，遇突发灾情险情，迅速将受威胁
群众转移安置到安全区域，坚决防止人员伤亡失踪。

贵州多地不同程度遭受洪涝

□ 本报记者 柳 洁

新华社武汉7月6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联络组近日先后赴湖北省武汉市、黄冈市等地调研
检查高考考点准备等工作情况，督促落实好各项防
控要求。

联络组先后来到黄冈市黄冈中学、黄州区第一
中学和武汉市第二十三中学等，现场检查高考考场
周边环境、考场防疫、安全保密、考场管理、餐饮卫
生、应急预案准备等情况。联络组指出，高考是我国
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国家人才选拔，关系社
会公平，关系广大学生和家庭切身利益。湖北省作
为前期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与全国同步举行高考，准
备工作更加繁重，面临的困难挑战更多。要坚持健
康优先、生命至上，严格按照国家、省、市高考组考防
疫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落实落细高考防疫10条关
键举措，以最严格的措施加强考试防疫，以最严厉的
手段确保考试安全，以最严谨的态度优化考试服务，
确保“健康高考、公平高考、平稳高考、温馨高考、诚
信高考”。要做到防疫培训全覆盖，确保每位考生和
考务人员熟知防疫知识，掌握必要技能。要针对湖
北省近期强降雨天气细化专项预案，确保未雨绸缪、
有效处置。

联络组强调，学校是常态化防控的重点场所，
继5月至6月高三、初三以及高校毕业年级学生返
校复课后，近期湖北各地市高中、初中阶段非毕业
年级将陆续返校复课，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秋季学期
也将如期开学。湖北省、武汉市要将师生健康放在
第一位，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执行“日
报告”“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五有三严”，强化
全流程防控，保障教育教学秩序全面恢复。要深入
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提升学生健康素
养，引导广大师生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
实践报国之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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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傍晚时分，北京多地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7月6日，浙江省德清县乾元镇恒星村千亩蔬菜基地，乾元镇的县镇两级人大代表正在冒雨帮助菜农抢收
蔬菜。 倪立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