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邹红珍 ）今天下午，湖南卫视第十七届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决赛第四场
在长沙落下帷幕。30强选手经过了紧张的
答题和闯关游戏之后，林浩、司腾、鲁斯兰、
柯鲁瀚、 保罗以及关慧敏等15位选手成功
晋级，成为今年“汉语桥”比赛的全球15强。

本场比赛出题官邀请了来自俄罗斯的
阿尔乔姆，被誉为“巴基斯坦汉语之母”的
米斯巴·拉希德， 以及8年独自走过世界七
大洲的100个国家的闫凌。 米斯巴·拉希德
是巴基斯坦第一个本土汉语教师， 在巴基
斯坦，99%会说汉语的人都是她的学生。她
自豪地告诉记者：“‘汉语桥’比赛已经举办
了十七届， 每一届都有我们巴基斯坦的学
生来参加。我觉得‘汉语桥’是一个很有意
义的比赛， 它激发世界各国的人们学习汉

语的热情， 让世界说不同语言的人们聚在
一起通过汉语来进行交流。”

来自非洲的选手奇迹虽在本场比赛连
续答对两道题，但综合前面的比赛成绩，他
并未能晋级15强。他告诉记者:“作为我们国
家莫桑比克第一个来‘汉语桥’的选手，我
感到很荣幸。 我已经很满意我的成绩了！”
他表示，在“汉语桥”课堂中他学习到许多
中国文学知识并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
的了解。未来，他将在自己国家当一名汉语
老师。

据悉，未晋级15强的选手将获得“汉语
桥” 三等奖以及一学期来华进修汉语的孔
子学院奖学金。 而晋级的15强选手在未来
两天将分三组前往“青岛海水稻中心”“张
家界武陵源区”以及“科大讯飞”进行文化
游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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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居民收入稳中有升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幅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李泰卢 曾研）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今天
发布，上半年湖南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106元，
同比增长10.4%。 在分列的八大类消费支出
中，七大类呈增长态势，唯一“失常”的是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下降2.4%。这是为什么？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梁

己香表示， 这反映的其实不是湖南人对文
化娱乐兴趣降低了， 而是在文化娱乐过程
中更加追求“个性化”———通过旅行社跟团
出游的越来越少，更多人选择“自驾游”“自
助游”。

数据显示， 上半年湖南居民人均团体旅
游消费118元，同比下降20.9%。但与之相对应

的是， 人均交通费、 旅馆住宿费分别增长
13.4%和15.6%。出行和住宿费用的大幅增长，
说明旅游业依旧在迅速增长， 自主设定路线
的旅游消费渐成趋势。

今天发布的另一组统计数据也许“昭
示”着，“自驾游”这类趋势今后会越来越明
显。上半年，湖南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为
1236元，同比增长25.3%，增幅为八大类消
费支出之首。以汽车为主的消费升级，是交
通通信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 上半年湖南
居民人均购买汽车支出336元，同比增加99
元，增幅惊人。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并非真下降
自主设定路线的旅游消费渐成趋势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李泰卢 曾研）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今天发
布，1至5月，我省参与国家调查的长沙、岳阳、常
德三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保持上涨态势。

从同比看，1至5月， 长沙分别上涨5.4%、

5.2% 、4.4% 、3.8%和 4.5% ； 岳阳分别上涨
7.9%、8.7%、8.6%、8.1%和8.0%； 常德分别上
涨10.2%、8.5%、7.2%、7.3%和6.5%。

二手房价格持续上涨。 从同比看，1至5
月， 长沙分别上涨10.6%、10.3%、8.4%、4.6%

和4.0%； 岳阳分别上涨4.6%、4.8%、4.5%、
4.4%和 4.4% ； 常德分别上涨 4.2% 、4.3% 、
3.9%、3.9%和3.6%。

从成交量看，长沙新建住宅成交增长较快，
岳阳、常德成交下降。相关专家分析，这是因为
长沙持续加强调控， 加大了查处违规捂盘惜售
的力度，供应量有所增加，成交量放大。上半年，
长沙新建住宅成交717.1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40.9%；岳阳成交97.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6.2%；
常德成交95.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8%。

长沙新建住宅成交增长较快
岳阳、常德成交下降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坚 曹基旺 李兴旺

7月15日晚9时， 新宁县安山乡花桥
村， 该县稻蛙生态种养示范基地负责人
王贵明带着工人，在蛙池中捕蛙。当晚，
他们共捕捉成蛙500余公斤，客商当场以
每公斤38元的价格全部收购。

王贵明是安山乡新正村人， 今年41
岁。2016年初，在广东务工多年的王贵明
看到家乡土地荒废严重， 决心回家发展
生态种养。当年2月，他租下村里4亩荒废
水田，从桂林引种长势快、肉质好的黑斑
蛙苗进行养殖。当年一炮打响，除掉所有
成本，获利2万余元。

去年初， 尝到甜头的王贵明决定大
干一场。 他在本村流转土地20亩， 借来
30万元扩大养殖规模。可6月底至7月初，
遭遇暴雨洪水袭击，蛙池被淹，黑斑蛙被
大水冲走70%以上，直接损失24万余元。
王贵明因灾致贫，一下成了贫困户。

人生低谷， 王贵明反复思考出路。
县委党校驻村扶贫工作队干部和村干
部上门安慰他、鼓励他。王贵明重新调

整好心态， 决定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
爬起来。去年9月，他来到怀化职院，学
习特种水产养殖技术。去年10月，他在
邻村花桥村选择了一片地势平坦、排
水便利的水田，和花桥村另外3户贫困
户、1户创业示范户成立新宁金稻蛙种
养专业合作社，探索“水稻+黑斑蛙+泥
鳅”生态种养。

他们在花桥村流转水田106亩，建成
了目前邵阳市最大的稻蛙生态示范种养
基地。“种植水稻为黑斑蛙提供良好的生
长环境， 而蛙的排泄物又可作为泥鳅食
物和水稻肥料……”谈起生态种养，王贵
明滔滔不绝。目前，其基地的黑斑蛙、泥
鳅长得很好。

王贵明告诉记者， 保守估计今年每
亩可产蛙1000公斤、优质稻400公斤、泥
鳅150公斤，整个基地年纯收入可达130
余万元。

安山乡党委书记林顺炳说，“水稻+
黑斑蛙+泥鳅”生态种养模式特别适合在
当地发展，乡里将全力给予扶持，让更多
的人脱贫致富。目前，乡里已有新正村、
滩底村正在流转土地，准备搞生态种养。

蛙声带来脱贫希望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放牛羊去啰……”7月15日上午，溆
浦县葛竹坪镇新桥村村民唐付生骑着
马、扬着鞭，把牛羊赶到山上放养。

“他是一个马背上的脱贫战士，全体
村民都应该向他学习。”村支书张在文介
绍，唐付生是一个贫困残疾人，他不等不
靠发展养殖业，靠骑马饲养11头牛、30头
羊，成为当地脱贫典型。

唐付生今年48岁， 患先天性肢体残
疾，生来腿不能弯曲，走路一跛一跛。他
左右手臂弯曲幅度非常小， 进食时就算
拿起食物也无法送到嘴边， 需要把手搭
在另一侧胳臂上， 利用胳臂把食物送往
嘴里。 就是这么一个日常生活都有困难
的人，却自强不息，不向命运低头。他说：
“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

“他很聪明、很勤奋，也挺能吃苦。”
一位村民说，唐付生虽有残疾，但从小自
立自强。通过努力锻炼，他现在不仅能生
活自理，还能把农活干好。种稻谷、玉米、
红薯、玉竹，样样在行。

由于行动不便，不能上山劳作，在山
上种的作物难收回。 于是， 唐付生花光
7000元积蓄，买回一匹马，用于日常出

行和驮运东西。 这匹马也成了唐付生脱
贫路上的亲密“战友”。

唐付生发现后山九马界有1000多
亩荒山可以利用，去年初，他借钱买来6
头羊、1头牛放养在山上。

为管好牛羊，唐付生每天骑马在6公
里长的羊肠小道上来回跑许多趟， 下了
马要寸步不离跟着牛羊， 山上的荆条常
在他身上刮出一道道血印。

唐付生养的牛羊全靠吃草长大，老
板们上门来订购，价格高于市场价。年终
一算账，纯赚了3000多元，这让唐付生看
到了脱贫的希望。

今年初，唐付生向驻村工作队提出，
希望能申请扶贫贷款，扩大养殖。一位工
作队员吃惊地说：“骑马放牛羊， 能管得
过来吗?”“我一定能把牛羊喂好。” 唐付
生拍着胸脯说。

在工作队帮助下，今年4月，唐付生申
请的3万元扶贫贷款发放到位。他又到亲戚
那里借了一些钱，买了30头羊、5头黄牛、6
头水牛，还建了200平方米圈舍。驻村工作
队又安排他在县里接受了专门的养殖培
训。唐付生的母亲向秀华说：“圈舍消毒、打
预防针、接生羊崽，样样都难不倒他。”

“脱了贫后， 希望能娶个老婆成个
家。”唐付生坚信，自己的明天会更好。

马背上的脱贫“战士”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麻正规 龙正英

7月16日，凤凰县腊尔山上，所德村
的蔬菜基地里， 一排排竹架上挂满了成
熟的豇豆，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
眼。

60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龙冬妹忙着
把豇豆打捆。 只见她把尼龙绳子先放在
地上，把豇豆整齐平铺在绳子上，再将两
端绳子拉上打成结，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不一会就装满了背篓。 她再把豇豆送去
称重，每公斤6角钱，虽然钱不多，但是靠
着踏实肯干，龙冬妹一天就可以摘近200
公斤豇豆，每天可以赚120元钱，工资日
结。这对于已年过六旬的她来说，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工作。

“今年豇豆丰收，我们的生活越来越
有奔头。”村民吴安红背着一背篓刚采摘
的豇豆从田里走出来。 记者跟着他一路
走，他一路笑，“每天在蔬菜基地劳动，加
上土地流转租金，家里固定年收入有1.6
万多元，还可以照顾一家老小，比以前到
外面打工强多了！”

田坎边的一处坪场上，豇豆堆成了
小山，许多村民忙着过秤、装袋、装车，
热热闹闹、欢欢喜喜，有人还唱起了苗

歌。“政府政策汝得很，百姓几浓党恩情
（苗语：政府惠民政策好，百姓不忘党恩
情）……”引来现场一片欢笑。

来自贵州铜仁的蔬菜客商滕志鹏跑
这跑那，一会大声吆喝指挥装车，一会蹲
下去看看豇豆成色， 喜悦之情荡漾在他
脸上：“昨天就在这里收购了6000公斤
豇豆，卖相好，今天再搞5000公斤。腊尔
山豇豆在铜仁那边价格好，销量高，一天
都要卖4000多公斤。”

凤凰县的腊尔山台地， 平均海拔在
800米左右， 是典型的纯苗族聚居区。虽
然是贫困地区，但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
足、 光照充沛， 适宜成规模种植高山蔬
菜，当地贫困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日子
越来越好。

蔬菜基地负责人吴明峰忙得满头
是汗，他对记者介绍：“今年，我们所德
村崧泉蔬菜基地种植的200亩露天豇豆
迎来大丰收，预计可以收获40多万公斤
豇豆。豇豆的栽种、管理、采摘和装车，
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像龙冬妹这样来
蔬菜基地做工的农民，每天平均有30多
人，最多的时候有50多人。蔬菜产业带
动了所德、追高鲁等村30多户贫困户在
基地务工， 每户平均年收入可增加1.2
万元以上。”

腊尔山豇豆丰收了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陆祝玲 周健 阳程杰）今天，衡东县举
行产业招商项目集中签约仪式，9个产业项
目落户该县，签约总金额达6.7亿元。

据介绍，此次衡东县集中签约的产业项
目包括装配式重钢结构生产项目、电池阳极
材料、 年产5000套货车车厢等9个项目。其
中，装配式重钢结构生产项目投资方为江苏

盛项重工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1.5亿元，主
要产品为桥梁、道路、场馆用途的装配式重
型钢结构箱体。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售额3
亿元以上。

衡东县商粮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7
月17日，该县今年共签约新材料、新技术、商
业综合体等产业项目19个，签约总金额58.29
亿元。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
讯员 林松）7月17日，走在常德大地，记者看
到，该市产业项目建设一派火热。据介绍，今
年上半年， 该市300个重点建设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500.5亿元，其中222个产业项目完成
投资349.6亿元，占年计划57%。

今年，常德市深入推进“开放强市 产业
立市”战略，领导力量向产业聚焦、工作重心
向产业倾斜、要素资源向产业集中，产业项目
建设加快推进。28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含打捆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42.86亿元；6个省“五个

100”产业项目，已完成投资37.8亿元。中车大
汉新能源客车和智能轨道快运列车建设项
目、 工业园项目、 模块化半导体照明产业项
目、中联重科起重机械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溢
多利生物医药产业扩建项目等推进顺利。

———记者在项目

塔吊林立
折射产业项目建设之热

———来自湘潭经开区的报道

衡东9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达6.7亿元

常德加速产业项目建设
上半年完成投资349.6亿元，占年计划57%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曾研 李泰卢）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
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副
总队长梁己香发布上半年湖南居民收入和消
费、物价等方面的统计调查数据。作为最受老
百姓关注的数据，居民收入表现为稳中有升。

今年上半年， 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7339元，同比增长8.0%。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6542元，同比增长8.7%，其
中，工资性收入3108元，增长9.4%，增收贡

献率达到51.1%，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
主要推手。

一个显著特征是，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
幅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发布数据显示，全
省贫困地区(尚未脱贫的县市区)农村居民上
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629元， 同比增长
10.8%，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从地
区来看， 全省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大湘西地
区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8212元 ， 增长
10.1%，而长株潭地区、环洞庭湖地区、泛湘南

地区的增幅都在10%以下。
由于城镇化率提高导致用于计算的城乡

权重不同，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比
城、乡增幅都高：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1800元，同比增长9.1%。梁己香分析，推
动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经济运行稳
中趋优，就业稳定，商事制度改革、减税降负
等措施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的推进落实促进了农民特别是贫
困地区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

� � � � 7月11日， 湘潭经开区蓝思科技湘潭生产基地项目工地， 塔吊林立。 钟泉 摄

�“汉语桥”全球15强诞生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钟泉 黄俊

在建设工地， 塔吊是最常用的一种起重
设备，用来起吊施工用的钢筋、木楞、混凝土
等材料。

进入7月，天气炎热，对于工程建设来说，
却是黄金时节。 在长株潭的几何中心———湘
潭经开区，放眼望去，项目工地塔吊林立，升
降转合之间折射出来的， 是经开区产业项目
建设的热火朝天，让人感受到园区发展的“速
度与激情”。

产业兴，园区旺。今年1至6月，湘潭经开
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676.7亿元， 同比增长
11%， 实现工业总产值380.6亿元， 同比增长
10.7%；完成财政总收入35.22亿元，同比增长
62.5%。

施工现场“火力全开”，产业
项目竞相齐发

7月14日，在蓝思科技湘潭生产基地项目
工地上，塔吊林立，挖机轰鸣，推土机、压路机
有序施工作业，运泥车在工地上来回穿梭，建
筑工人挥汗如雨， 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景。 这个工地已经投入了1000多名建筑工
人、22座塔吊、近百台施工车辆，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

在蓝思科技项目北面， 一路之隔的湘潭
通瑞汽车项目也是忙而有序的建设场景，现
场施工塔吊5台、挖机7台、推土机3台、压路机
2台、 施工人员约210人。 施工单位负责人介
绍， 联合厂房和涂装车间已完成约70%工程
量的钢结构吊装，二期场平正在施工。湘潭通
瑞汽车项目总投资30亿元， 预计项目达产后
可实现年产10万辆新能源汽车， 年销售收入
135亿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将成
为湘潭经开区继吉利汽车之后的第二家汽车
制造支柱企业。

从通瑞汽车项目往东500米，就到了舍弗
勒湘潭制造基地项目工地。 舍弗勒集团是全
球领先的综合性汽车和工业产品供应商，舍
弗勒湘潭制造基地一期项目约300亩，首座工
厂计划于2019年建成， 将主要生产汽车发动
机驱动系统零部件、 变速箱和底盘零部件以
及各类精密轴承。 这里将打造成为舍弗勒集

团全球首个“未来工厂”。
目前， 舍弗勒湘潭基地项目桩基工程和

道路施工已完成，办公楼在进行基础施工，生
产厂房开始钢结构安装， 道路已完成第一层
沥青施工。

一个项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
目，就是一个新的增长极。眼下，大大小小的
项目在湘潭经开区“遍地开花”、竞相齐发。

投产19个 ，在建22个 ，产业
项目为园区注入新动能

无论是在塔吊林立的施工现场， 还是机
声和鸣的大型厂房， 一个个建成投产或建设
之中的大项目、好项目令人应接不暇，正在聚
集能量， 为湘潭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
大后劲。

7月2日，桑顿新能源三期锂电池投产，这
是湘潭乃至湖南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成果。
桑顿新能源是湘潭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生
态链上的龙头企业。

走进桑顿生产车间， 强烈感受到智能制
造工厂的现代魅力。 三期项目引进锂离子动
力电池正负极制片、装配、物流等智能制造装

备；建设智能化加工中心与生产线、智能生产
控制中心等。

今年以来，湘潭经开区围绕“产业项目建
设年”这一主题，狠抓项目建设，克康、京西重
工、延锋安道拓、高性能纳米绝热复合材料生
产基地等19个项目竣工投产。

目前，在湘潭经开区，各项目工地的塔吊
总量将近200个，施工人员2万多人。

按计划， 湘潭经开区今年新建和续建产
业项目50个，总投资338亿元。其中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项目23个，投资额约193.68亿元，电
子信息产业项目2个，投资额71.5亿元,先进装
备及制造业项目5个，投资额31.62亿元，其他
产业项目共20个，投资额41.34亿元。目前，在
建产业项目22个， 已完成前期手续即将动工
建设的项目9个。

“产业项目建设是园区发展的‘生命线’，
我们将抢抓7至10月黄金施工期， 真抓实干，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不遗
余力为产业项目建设服好务。”湘潭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 湘潭综保区党工委书记孙银生表
示，将积极落实产业项目领导联点责任，强化
项目要素保障，全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