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丁酉年闰六月廿二
第24531号

13
2017年8月

星期日

今日4版

� � � �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
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生上个月在
德国汉堡举行了很好的会晤。 我们作为中
美两国的领导人， 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
密切沟通，对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双方
应该继续按照我和总统先生达成的共识，
加强对话与沟通，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
善处理彼此关心的问题， 推动中美关系健
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
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两国工作团队
要共同努力做好准备工作。

特朗普表示， 很高兴汉堡会晤后再次
同习近平主席通话。 我同习主席就重大问
题保持沟通和协调、 两国加强各层级和各

领域交往十分重要。当前，美中关系发展态
势良好，我相信可以发展得更好。我期待着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
意见。习近平强调，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共
同利益。 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
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 解决朝鲜
半岛核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
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中方愿在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同美方保持沟通， 共同推动朝鲜
半岛核问题妥善解决。

特朗普表示， 充分理解中方在朝鲜半
岛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 美方愿同中方继
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
密切沟通。

习近平应约
同特朗普通电话

陈永刚 金原 周季春

“住在这里10多年了，提质后给我的感觉
像搬了个新家。 ”8月10日，长沙县星沙街道望
仙桥社区居民苏爹爹指着小区环境向记者介
绍：原来的广场围墙已经改造为传统文化宣传
廊，坑洼破损的路面“白改黑”已变成平整的沥
青路，老旧的楼房外立面粉饰一新，杂乱无序的
商户招牌统一规范。

2016年4月起， 长沙市正式启动社区全面
提质提档三年行动计划。一年多时间过去了，已
经有115个社区像望仙桥社区一样完成了提质
提档，路平了、绿多了、灯亮了、水通了、车畅了，
更重要的是，社区党建、服务效能、基层治理等
软件同步提升，“让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在家门口

升级”的总体目标，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抓硬件，提升社区环境品质
居民群众吃住在社区、娱乐在社区，居住

是否舒适、出行是否方便、环境是否宜居，这些
直观感受直接影响到群众幸福感。

长沙市的500多个城市社区中， 老旧社区
不少。 年头久了，社区的硬件功能也在“老化”。
在社区全面提质提档工作中，长沙首先抓好人
居环境改善，促进社区品质高端化。

开福区荷花池社区内有一栋原邮电宿舍的
筒子楼，老式的旱厕沿用多年，一到夏天，臭味
熏得整栋楼的人都受不了。 此次改造，将旱厕
改造为水冲式，配备了大容量的化粪池，彻底
解决了这个老大难。 此外，社区还进行了查漏

补损、拆违增绿、消除堵点等十大改造，让小
区处处见绿，清爽整洁。 77岁的谭凤莲娭毑称
赞说：“这样的改造要得！ 真正为老百姓办了
实事！ ”

去年， 长沙共计投入财政资金19.9亿元用
于改善社区人居环境，115个考核社区基本实
现了管网通畅、出行顺畅、居住舒畅。

社区路网、管网等“血脉”质量得到提升
后，长沙还采取拆违透绿、清场复绿、见缝插
绿、提质增绿等方式，改造、新增社区游园95
个，新增绿化面积47.6万平方米，新建配套文
娱、环卫等公共设施1000余处，新增改造路灯
设施4000余杆，进一步提高了居住档次。

抓软件，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社区服务

的需求更精细、更全面、更贴近。长沙以打造标准
化社区为抓手，让社区功能更全、服务更优，为居
民提供更便捷高效的服务。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张倩）8月8日以来，我省出现了较
为明显的降雨过程， 今天是此轮降水最强
的时段。 省气象局今天启动了湘中以北地
区气象灾害（暴雨）Ⅲ级应急响应命令，全
省气象部门加强预报预警监测， 积极应对
强降雨天气过程。

8月11日开始，湘北地区出现大到暴雨，
局部地区大暴雨，今日13时省气象局启动湘
中以北地区暴雨Ⅲ级应急响应命令。省气象

台预计，未来一周湘西、湘中以北降水偏多。
13日至14日湘西、湘中以北部分地区大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15日降水减弱；16日至18
日湘中以北多阵性降水，气温上升。

专家提醒， 近期湖南需防御强降水可
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注意
防范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
后期仍有阶段性高温天气， 需继续做好防
暑降温和森林防火工作。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张文俊 易知之）根据气象预报和汛
情发展趋势， 省防指今天研究决定： 自8
月12日15时起， 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省防指要求， 各市州防指及省防指各
成员单位， 要按照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要
求， 积极做好应对工作， 确保度汛安全。

6月22日， 我省也曾启动防汛Ⅳ级应
急响应， 此后逐步提升至Ⅱ级。 在成功抵
御那场超历史暴雨洪水灾害后， 我省从7
月中下旬开始进入干旱“模式”， 部分市
州、 县市启动了抗旱应急响应。 如今， 受
旱总体上基本解除，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再
次启动。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陈文平 张文俊 ）11日8时至12日15
时，湘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
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全省平均降雨量为
31.2毫米， 最大为岳阳市104.5毫米， 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66.2毫米次之。

全省共47县616站降雨超过50毫米。
点最大降雨为凤凰县木江坪镇猫儿口站
304.5毫米。 全省50毫米以上降雨笼罩面
积约4.3万平方公里， 其中100毫米以上笼
罩面积1.4万平方公里， 200毫米以上笼罩
面积约0.4万平方公里。

今天， 副省长隋忠诚赶到省防指， 了

解各地汛情， 分析研判防汛抗灾形势， 指
挥调度全省防汛抗灾工作。

隋忠诚分别与自治州、 岳阳、 怀化、
益阳、 邵阳等市州党政主要领导进行了电
话连线， 了解当地最新汛情， 对前段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 并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领导近期关于进一步做好抗洪救灾工
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全面落实省
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按照省防指的工
作要求， 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情绪， 强化
会商研判， 紧抓防御重点， 加强值班值
守， 进一步夯实防汛责任， 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耀东

8月8日， 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绿荫如
盖，微风送爽。 虽然还没到观赏银杏的最佳时
期，但仍有不少游客漫步村舍、林间。 如今，大
山深处的桐子坳村已成为全国观赏银杏的又
一知名景点。

桐子坳村65岁的村民蒋柏元的家， 离银
杏树集中的核心景区有半公里远， 但他在自
家新房开的“银杏生态农家乐”生意却不错。
新房的护坡下方， 是他们一家住了20年的木
屋。 蒋柏元在新屋和木屋之间的空坪处，搭建
起凉棚。

记者看到， 游人们正在凉棚里休息、用
餐， 蒋柏元和老伴忙得不亦乐乎。 鸡鸭自己
养、蔬菜自己种，煮菜用纯天然的山泉水……

蒋柏元把菜肴做得色香味俱全， 很受游客欢
迎。

桐子坳村地处阳明山脚下，交通不便，水
田少、旱地多。 过去，村民们靠种玉米、高粱等
艰难度日。 但村里有200多株树龄100年以上
的银杏树， 其中300年到500年树龄的古银杏
树有108株。 金秋时分，银杏树冠盖相连，落英
缤纷，景色怡人，但这些银杏树早已于上世纪
80年代分到了各家各户。

近年，随着交通条件改善，摄影发烧友的
传播， 桐子坳村古银杏树的名声传播开来。
2013年以来， 双牌县及茶林镇开始着力在村
里发展旅游扶贫，推动村民脱贫奔小康。 茶林
镇镇长胡孝戌向记者介绍：“我们的做法是政
府搭台，引来游客，引导村民们勤劳致富。 ”

双牌县及茶林镇对桐子坳村的旅游开发

首先进行了科学规划， 后又将分到各家各户
的银杏树统一流转。同时，把3.5米宽的水泥公
路修到各家各户大门口，修建了游道、休息亭
等。 针对观赏银杏最佳期大约有3个月的实
际，又流转全村耕地，打造四季花海等景观，
实现桐子坳村一年四季有景观、有客来。

“一开始阻力不小。 ”该村第一支书、双牌
县科技商务粮食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干部杨海
辉回忆。 今年67岁的村民龙根宝，当时不但反
对流转银杏树，还执意要打银杏果。 他振振有
词地说：“卖银杏果是我重要的收入来源，我
怎么就不能打了？ ”村里在他家屋前的耕地里
打造四季花海景观， 需要在他屋后建一块古
香古色的提示牌。 他竟放出话来：“我的地方
谁也不能动，否则，我跟他没完。 ”

荩荩（下转2版①）

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长沙推进社区全面提质提档纪实

我省再次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岳阳、自治州等地遭遇强降雨

未来一周湘西、湘中以北降水偏多

省气象局启动暴雨Ⅲ级应急响应命令

———走三湘 看扶贫 银杏林下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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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籍”小海豚兄妹迎客
8月12日，长沙海底世界，分别于7月12日、22日出生的2只小海豚与游客见面。 它们是长沙

海底世界继人工饲养并诞下小白鲸之后，再次迎来的海洋萌宝。 出生后，在海豚妈妈和工作人
员的悉心照料下，它们的体重已经超过50公斤。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陈俏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贺佳 于振
宇）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总决赛暨闭幕式今晚在长沙举行， 为期将近
一个月的比赛完美收官。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
副委员长许嘉璐，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观看比
赛，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国家汉办党委书记、 孔子学院总部副总
干事马箭飞，省领导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
李友志、向力力、欧阳斌，澳大利亚、贝宁、苏
丹、秘鲁、马来西亚等国驻华使节出席。

今年7月至8月， 全球112个国家的145位
大学生经过海外预选赛层层选拔后， 齐聚长
沙参加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

赛的过桥赛、复赛、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
亚洲的马来西亚选手沙米尔、 美洲的美国选
手穆宸鹏、欧洲的德国选手何本德、大洋洲的
澳大利亚选手刘思远、 非洲的苏丹选手赵之
行分别夺得各大洲的洲冠军， 站上了总决赛
的舞台。

今晚的总决赛共设置了“我的汉语朋友
圈”互动演讲、创意魔术竞答赛、巅峰对决赛
等三个环节。 其中，在互动演讲环节，选手们
讲述了一个个与中国有关的生动故事， 表达
对中国的喜爱和对学习汉语的热情。 在创意
魔术竞答赛环节， 魔术师以古代丝绸之路为
主题，一边变魔术一边向选手提问，让选手们
和现场观众充分领略了古代丝绸之路为世界

各国交流交往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通过巅峰
对决轮流答题，赵之行最终脱颖而出，夺得了
本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总冠
军。 刘思远、沙米尔、何本德分获最佳风采奖、
最佳口才奖和最佳网络人气奖。

“坚持一个理想，终能实现一个梦想。 ”许
嘉璐在颁奖后指出，当今世界是多元的，各国
文化相互沟通，世界文化多元共存。 希望通过
“汉语桥”把五大洲的人连接起来，推动各国
人民、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建立更加平等
的世界， 也希望选手们能从中国文化中更多
吸收本国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同时把本国文
化中优秀的东西带到中国， 推动不同文化的
碰撞交流，进而促进世界文化的创新发展。

第十六届“汉语桥”完美收官
许嘉璐杜家毫许达哲为获奖选手颁奖

来自非洲的苏丹选手赵之行夺得总冠军

� � � � 8月12日晚，第十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在长沙举行，苏丹选手赵之行（右二）获总冠军。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 � � �湖南日报8月12日讯 （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张缤）“打造中国槟榔文化名城，做大
做强槟榔产业， 确保槟榔产业销售收入3
年实现300亿元，5年实现500亿元的目
标。”近日，《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槟榔
产业发展的意见》 在天易经开区引起巨大
反响。 作为湘潭槟榔产业重镇， 天易经开
区围绕槟榔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一幅产
业升级壮大的蓝图正徐徐展开。

食用槟榔在湘潭已有400年的历史。 如
今，小小槟榔果已发展成为湖南食品工业的
龙头和支柱，成为湘潭的一张“名片”。 据了
解，目前，全省槟榔行业龙头企业有7家，其
中胖哥、小龙王、伍子醉、皇爷4大龙头企业
落户天易经开区。 2016年，该区有全产业链
规模以上企业20余家， 年产值超130亿元，
食用槟榔产量已占全省的半壁江山。

槟榔产业经过多年的培育， 已基本构
建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从前期的采摘、
烘烤，到加工、包装、添加剂制造、物流、销
售，形成完善闭环。槟榔产业是天易经开区
产业特色最鲜明、产业链条最完整、产业贡
献度最高、拉动效应最显著的产业，是当之
无愧的主导产业。

2016年，天易经开区槟榔全产业链上
交税收近亿元，占全区税收总额的10%，槟
榔产业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达6万人， 年发
放工资约30亿元。 仅胖哥、小龙王、伍子醉
3家企业连续3年累计上交税收2亿元，直
接安置劳动力就业达1.2万人以上。

“市、县支持槟榔产业发展的文件有十
分厚重的‘文化味’，这让企业信心大增，对
今后的发展更有底气。”天易经开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成林说。

“小槟榔”立志做出“大名堂”
天易经开区食用槟榔产量占全省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