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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梁可庭） 在卢旺达，有一条上世纪80年代
修建的加比罗-卡永扎公路，这是该国第一条
沥青公路，由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建团（简称
“交水建集团”）旗下企业湖南路桥援建，这条
路至今仍在使用，并发挥着互联互通的作用。
5月21日，“中非‘湘’约企业行”采访团来到交
水建集团，感受“湘”字号交通企业如何用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联通”非洲。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始， 湖南路桥响应国
家号召，以劳务输出模式参加援外工程建设，
后来，湖南路桥又以“借船出海”“驾船出海”

等模式成建制“走出去”，交水建集团在非洲
市场深耕近40年，先后在卢旺达、肯尼亚、刚
果(布)、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十几个非洲国家
参与了400多项工程项目的建设，公路项目通
车公里数累计4000多公里， 累计完成合同产
值近260亿元。

交水建集团在非洲的开拓探索，为非洲国家
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
在非洲市场打造出“湘”字号一流建筑企业品牌。
在埃塞俄比亚巴哈达尔-马科斯公路项目， 交水
建集团创造了单个旱季摊铺100公里沥青油面的
“中国速度”， 公路通车后10多年来质量过硬、使

用如新，被该国列为质量和进度榜样。刚果(布)国
家1号公路穿越马永贝原始森林、草原、沼泽等，施
工条件非常恶劣， 交水建集团参与了该项目一
期、二期、三期的建设施工任务，以“湘军”骁勇善
战的精神，赢得尊重与赞誉，公路的修通，使得该
国首都布拉柴维尔与位于黑角的深水港之间实
现公路通车，产生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

交水建集团“联通” 非洲的步伐还在加
快。据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建华介绍，
目前集团海外实施项目合同总额达107亿元，
其中非洲项目占比近60%，正在跟踪、投标的
非洲项目合同总额预计约121亿元。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梁可庭）眼下，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
各斯， 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炼油厂丹格特莱基
炼油厂建设工地上，超过120台来自三一重工
的设备在现场参与施工。 从2002年第一台平
地机出口到摩洛哥起， 三一重工已经进入非
洲市场17年， 从用优质产品助推非洲当地基
础设施建设， 到将新技术与优势产能深度引
入，三一重工从一个“淘金者”，变成了帮助非
洲提升工业水平的企业伙伴。

“非洲是三一重工迈出国际化步伐的起
始站。” 三一重工国际总部总监周万春介绍，
2002年， 三一重工出口了一台平地机到摩洛

哥， 由此成为最早一批进入非洲市场的中国
工程机械企业。现在，三一重工在非洲布局了
“南非”“北非”“西非”3个区域市场，建立了完
善的销售、 服务体系， 赢得了非洲客户的认
可。截至今年4月，三一重工在非洲累计销售
超过100亿元人民币，销售设备约1.2万台，对
非出口位列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名，其中，
混凝土机械、大吨位起重机、小港口机械在非
洲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放眼非洲大陆， 三一重工设备频繁出现
在各重大项目的舞台：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
肯尼亚蒙内铁路、 非洲首条电气化铁路埃塞
亚吉铁路、尼日利亚中土铁路、塞内加尔达喀

尔轻轨等大型建设项目中， 均有三一重工设
备高效运转。 这些设备在非洲标志性工程精
彩亮相，不仅树立了中国品牌的良好形象，还
有效助力非洲各国经济快速发展。

“三一重工希望不仅是将产品出口到非
洲，更希望能够在非洲投资建厂，助力实现本
地化制造，为当地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解决
就业、提升税收、培育专业人才等作出贡献。”
三一重工国际总部总监周万春表示，未来，三
一重工将在南非、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
家联合当地合作伙伴建设组装厂， 提升当地
工业技术水平；同时依托三一工学院，为非洲
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记者蹲点见闻

湖湘自然笔记
约非洲

开创未来
湘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

江南岸，绿草如茵；沿江村，美景如画。曾
经泥泞狭窄的土路、 简陋斑驳的旧屋不见踪
影；焕然一新的村庄、红瓦白墙的江景房、整
洁的村道，铺陈出一幅世外桃源新画卷。

5月22日清晨，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沿
江村的保洁工肖青辉， 驾驶一辆垃圾车驶过
乡道，唤醒了沉睡的屋场。她将家家户户分好
类的垃圾带走，送至垃圾站。精心“梳妆”后的
沿线屋场迎来崭新的一天。

广兴洲镇党委书记龙世友告诉记者，2018
年，拥有长江岸线5.2公里的沿江村，入选省级
“美丽乡村创建村”，吸引了全省28个团队、800
余人前来取经，破解沿江村民的“幸福密码”。

以退为进巧布局
走在沥青路上， 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氧

吧。4.5米宽的“白改黑”道路东侧，修葺一新的
渠道流水清澈；西边桂花树、茶花树及路灯、
展示牌穿插而立，守护着堤下的绿地；鸽子在
草地上觅食，悠然自得。

距江堤150余米远的平行线上，整齐划一
的屋场，坐北朝南，墙上彩绘着习近平总书记

“守护好一江碧水” 的殷殷嘱托和环保漫画，
家家屋前都有一个花园。

收完垃圾，肖青辉走进花园，挥锄干活。
“东边蔬菜地，西边花果园，我们这里不比城
里的别墅差吧！”肖青辉边种辣椒边介绍她的

“别墅”，颇为自豪。
“屋组布局如此规则而统一， 是新建的

吗？”“不是,是在原来基础上改造的。”村民张
昌华告诉记者，曾经，房子挨堤而建。1998年，
沿江岸线遭遇特大洪水，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画出红线，规定大堤100米内不准建房。

“搬一次家不容易，要建就一次性建好。”
张昌华说，2001年，村民们齐心后退，将房子
建在同一水平线上。今年，乘着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东风，大力拆除“四房”、建设清洁家
园，才有了今天的俏模样。

后退一小步，前进一大步。肖青辉说：“以
前挨堤住，垃圾乱堆乱放，一到夏天，没有退
路；现在门前屋后栽花种树，空气好了，环境
美了，日子舒坦多了！”白天干活赚钱，晚上跳
舞散步，肖青辉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年，
她与丈夫在屋场后流转了100余亩土地种植
蔬菜，年收入将超20万元。

舍小为大显格局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般的生活来

之不易。今年初，一股人居环境整治热潮席卷
广兴洲大地。沿江村民在这股热潮中，展示出
舍小为大的格局。

“乡友自筹15万元，投工投劳480余人次，拆
除‘四房’69栋、偏杂屋387间，总面积1.52万平方
米，‘白改黑’道路2350米，沟渠疏浚2260米……”
这串数字背后，是638户村民的觉醒与奉献。

71岁的许伍洲是村里的贫困户，40岁的儿
子冬冬患有精神疾病。按村规民约，一栋正屋
只能带一间杂屋。许伍洲家里“一拖四”，人称

“航空母舰群”。另外3间杂屋，也在拆除之列。
“村里平时很照顾我家，别人家都拆，我

家也不能拖后腿！” 许伍洲回忆道，“3月4日，
施工队来拆迁，冬冬大受刺激，还要打我和他
妈。”次日，他骑上摩托车，带着儿子在大堤上
玩了一天，才让施工队安心拆除“空心房”。

“现在，我们这里成了示范村，湘阴县、汨
罗市等地很多团队来看， 大伙都觉得很自
豪！”张昌华翻出手机，滑动着房屋整治前后
的对比照，露出得意的笑容。

蓝图一卷谋新局
“去三亚、凤凰，不如到广兴洲一日游！”

居民喻智德是原广兴人民公社第二中学1979
届的毕业生。近日，他组织同学聚会，校友微
信群里“炸开了锅”。

“可以回广兴洲赏长江风光”“可去农家
乐垂钓”……”微信群里，同学们达成共识，张
罗着“广兴洲一日游”活动。

蓝图一卷谋新局， 幸福生活入梦来。“一
到周末，来这里踏青拍照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上周末就接待了一批摄影团队呢。”村委会主
任杨志勇对记者说，“乡贤代表、 南京农业大
学徐建宇教授， 为沿江村量身定制了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规划将建设有机蔬果观光园、沿
江四季花海、天心洲休闲风光带、农耕文化博
物园……”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广兴洲镇的田园
小日子，滋养着村民，引来了游子，定格了乡
愁。

■蹲点感言
美丽乡村要科学规划
“美丽乡村”怎么建？很自然，离不开科学

规划、美学设计与基础夯实。岳阳市君山区广
兴洲镇沿江村就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
样本。

走进沿江村， 仿佛翻阅一本精致的连环
画。在这个长江边的浪漫水乡里，农舍整齐划
一，房屋窗明几净；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植树养
花；村组“白改黑”道路四通八达。人居环境美
化了，生态文明理念更根植于百姓的心。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用地节约、布局
美观的沿江村也不是一天建成的。 这是镇村
干部科学引导、村民觉醒、持续努力的结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第一仗。沿江村这一仗，打得漂亮！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长沙北郊大泽湖，人声和车声远了，城
市气息几不可闻。莲叶田田，菖蒲郁郁，野
菱与水葫芦密布， 青蛙与水虿出没……春
夏之交，这个与湘江连通的“野池子 ”，既
安静又生机勃勃。

“长沙最美湿地”
鸟是大泽湖湿地的“明星居民”。
小满时节，水雉又来了，在漂浮的水葫

芦上轻盈行走， 黑白相间的繁殖羽显示它
不同凡俗的美。一群白鹭翻飞，几只池鹭有
些呆萌地立在水中， 长长的繁殖羽让它们
在这个季节特别俊逸。黑水鸡最为密集，有
一家五口集体出行，父母尽职尽责，招呼着
3个孩子，在水面东游西荡，你来我往，如此
终日嬉游、 不事生产的生活与全身心陪伴
的亲子关系，令人心向往之。两只须浮鸥款
款飞行，一只斑鱼狗掠过水面……

岸边的平地上，生长着构树、盐肤木、
苦楝等乡土树种， 树叶深处有白颊噪鹛聒
噪的叫声。水塘边草叶上，两只豆娘在安静
交尾，虫声响起，夏天到了……

这片被环保志愿者誉为“长沙最美湿
地” 的湿地其实很小， 核心区不到百亩水
面，周围是大片农田、菜地、水塘，共同形成
了一片约800亩的湿地。

然而， 这片湿地却是离长沙市主城区
最近、生物种类繁多、自然状态保持良好的
一块天然湿地。就在这数百亩的湿地上，栖
息有100多种鸟类，包括白鹤、小天鹅、白
尾鹞、红隼等国家保护动物。

被保护的“野池子”
大泽湖看起来像是一个野生野长的“池

子”， 然而人类的活动离这里并不遥远。
“大泽湖是目前长沙市一处不可多得

的天然湿地， 其生态环境也一直面临着人
类活动的挑战。”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会长周灿英说。

早在2013年，环保志愿者就关注到大
泽湖， 并持续呼吁停止在大泽湖湿地及周
边的施工行为。近些年，湿地周边仍存在围
湖垦殖、 建农家乐等现象， 生活污水和化
肥、 农药等有害物质的排入也影响着大泽
湖水质。周灿英表示，在近两年的监测中，
鸟的种类和数量均有所减少，比如小天鹅，

已经多年没有现身了。
幸运的是， 在各路环保组织和爱鸟人

士的努力下，大泽湖受到了关注和保护。
“大泽湖未来将建成一个小型湿地公

园，除了建设少量配套设施外，尽可能保留
植被现状， 打造水上森林， 恢复鹭鸟栖息
地，为鸟类创造充足的觅食营巢地，尽量呈
现自然湿地面貌。”望城区林业局副局长张
建林说， 望城区已将大泽湖湿地进行保护
性控规，规划控制约1000亩，通过退耕还
林还草还湿，加强湿地保护和修复，严禁侵
占湿地和降低湿地属性。

美丽的大泽湖，安静又激烈的大泽湖，
像是远离人烟、遗世独立，却又与人类息息
相关。

大泽湖：城郊有座“野池子”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梁可庭）6月27日至29日， 第一届中国
-非洲经贸博览会将在长沙举行。 作为博览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平
台今天发布。该平台旨在为广大企业提供全
年、全天候线上展示、营销、支付、金融、物流
等系列服务，并将进一步建设成为中非经贸
数字平台，让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不落幕。

据了解，目前，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已
搭建了进口B2B平台、出口B2B平台、出口
B2C平台和进口B2C四大平台。 未来5年，

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平台预计可实现入网
商品、 服务1亿种， 服务中非近5亿用户和
100万家企业，落地非洲渠道网点10万个，
日处理跨境包裹100万个， 双边配套服务
人员达200万人， 年进出口额超100亿美
元，助力湖南成为全国的中非经贸中心。

今天的发布会上，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
平台承建企业长沙非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分
别与工商银行、浩通集团、株洲服饰协会、邵
阳假发协会、湖南婚嫁协会、中国建机联盟、
醴陵陶瓷企业代表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网上中非经贸博览会平台发布
助力湖南成为全国的中非经贸中心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向紫堇）“这下好了， 道路干净、宽
敞， 再也没有坑坑洼洼， 以后出行方便多
了！”5月24日， 家住湘潭市岳塘区竹埠港
的许爱莲看着家门口提质改造后的道路，
高兴地说。

许爱莲所说的道路， 是由湘潭市竹埠
港建筑垃圾再利用公司施工建设的再生资
源循环利用道路。 该道路是竹埠港老工业
区内的一条园区路，总长350米，宽7米。竹
埠港地区28家化工企业全部关停后，产生
了大批建筑垃圾。 这条道路就是对竹埠港
建筑垃圾进行再生利用建设而成， 也是湘
潭市首条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实验道路，
目前已完成验收并正式通车。

竹埠港建筑垃圾再利用公司负责人段
凯介绍，该道路施工期10天，较传统施工
周期缩减近65%。施工中，将原有路面混凝
土破碎压实，作为第一层稳定粒料，减少了
开挖、清运、重铺水稳料的工序，第二层水
稳料含有70%建筑垃圾再生骨料， 面层的
沥青也含有25%的再生材料。 整条道路实
现了废旧资源再利用，节约了材料成本，缩
短了施工周期，也更加绿色环保。

段凯说， 随着建筑垃圾再利用技术越
来越成熟， 建筑废弃物通过先进的工艺和
设备， 完全能够制成市政建设使用的各种
路面吸水砖、透水砖、墙体砌块等材料。下
一步，将推广建筑垃圾再生利用技术，助力
湘潭市两型社会建设。

竹埠港建筑垃圾变身“铺路石”
湘潭市首条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实验道路通车

沿江村民的“幸福密码”

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联通”非洲
交水建集团累计在非洲建成公路4000多公里，完成合同产值近260亿元

从非洲“淘金者”到合作伙伴
三一重工对非出口位列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名

5月24日晚，艺术家在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圆舞曲》。当天，雅韵三湘·音乐经典“声”振林“木”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上演，《C大调木管五重
奏》《第二圆舞曲》《瑶族舞曲》等音乐作品，给现场观众献上了美妙的音乐享受。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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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4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熊琦）资产持续扩容、净利大幅增
长，我省首家民营银行三湘银行来势喜人。
三湘银行最新发布的2019年一季报显示，
3月末该行总资产369.02亿元，较年初增长
17.01%；一季度营业净收入2.77亿元，同比
增长255.23%；净利润0.60亿元，同比增长
476.01%；不良贷款率为零。

坚持差异化发展战略，聚焦先进装备制
造、现代服务、现代农业、健康医疗、城市更新
等产业，三湘银行“产业银行”定位凸显。截至
3月末， 三湘银行累计投放产业银行贷款
511.61亿元，服务产业银行客户1400多户。

进社区、进园区、进乡村，金融服务持
续下沉。截至3月末，三湘银行累计向88.6
万户普惠客户发放普惠贷款183.70亿元，
为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居民衣食住康行提

供贴身服务。
发力金融科技， 上线核心企业经销商

批量融资供应链金融系统， 为核心企业的
下游小微经销商提供线上批量融资服务。
如， 三湘银行与隆平高科联合开发“惠农
贷”，隆平高科下游小微经销商客户获得放
款的全流程时间均值大幅缩短， 效率较传
统模式提升95%。

三湘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夏博辉表示，
业绩大幅增长得益于外部经济环境改善与
内部资产结构优化驱动， 该行对接国家和
省市重大战略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设， 积极
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 升级个人消费信贷
服务，致力于形成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

三湘银行2018年年报显示，该行去年
营业净收入6.81亿元， 同比增长258.85%；
净利润1.53亿元，同比增长287.52%。

坚持“产业银行”定位，金融服务持续下沉
三湘银行差异化发展初尝甜头

� � � � 2013年8月25日， 环保志愿者在长沙
市望城区大泽湖、香炉洲、冯家洲作湿地调
查。（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摄

【小名片】

大泽湖
大泽湖湿地位于长沙市望城滨水新

区，与湘江中的香炉洲、冯家洲形成一个狭
长的湿地带， 属于自然状态的浅水沼泽类
湿地。 与洞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相距约40
公里，在沿湘江鸟类迁徙通道中，大泽湖是
一个重要的候鸟中转站、 冬候鸟的越冬地
和夏候鸟的繁殖地。据调查，大泽湖的鸟类
约有15目45科135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白鹤1种 ，二级有小天鹅 、小鹃 、白尾
鹞、红隼、黑冠鹃隼、短耳鸮、鹊鹞、阿穆尔
隼、斑头鸺鹠等；稀有的有棉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