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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工作人员将鱼苗放入长沙市浏阳河入湘江河口。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蔡惠君 ） 今天，“众企当河长、
水美耀开福” 大型环保宣传活动在长
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举行，区、街
道、村（社区）三级河长与“公众河长”
“企业河长”一起，将410万尾鱼苗放入
浏阳河。

开福区是水资源大区，境
内有1江5河3湖19座水库及
479处小微水体， 蓄水总量约
4000万立方米，共有三级河长
205名。 开福区委书记曹再兴
介绍，该区坚持源头、岸线、水
面“三位一体”综合防治，采取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农村改
厕、河湖岸线整治、排口截污、
污水处理厂扩容提标等一系
列措施，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
提升， 湘江水质稳定在Ⅱ类，

浏阳河、捞刀河、沙河水质稳定在Ⅲ类。
下一步，开福区将以“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为目标，在三级河长制基础上，
邀请更多企业家、志愿者参与巡河护河，
建立起政府、企业、公众三级治理体系，
让更多的人成为环保宣传者、实践者、受
益者。

410万尾鱼苗放流浏阳河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双妍）近日，长沙金霞经开区举行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9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51.5
亿元，涉及食材加工、现代物流、智能制造等领域。

其中，夸特纳斯集团（长沙）国际食材集
采集配加工中心项目从达成合作意向到开
工建设，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建成后可实现
年营业额5亿美元。 同时开工的还有城际科

技高铁动车组闸片生产基地、城际电子新材
料生产基地、正大集团湖南区农牧食品智能
生产中心、卓尔科技第一企业社区、东湖高
新·金霞智慧城、金六谷医药健康产业基地、
家家红智慧冷链物流配送基地、纽曼通讯科
技生产智造基地等项目。

金霞经开区紧盯500强企业，“招大商、招
好商、招外商”。今年1至8月，成功引进项目36
个，总投资65.56亿元。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联波 唐依萍 ）国庆节前夕，上海皋石物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在东安县经济开发区投资

5.5亿元建设的5G物联网产业园项目开工。
当天，该开发区共7个项目开工建设，总投
资23.45亿元，涉及5G物联网、乐器制造、纺

织等领域。
近年， 东安县主动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

业转移，梳理、实施77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
单，推行“一次性盖章汇”并联审批，项目审批
全面提速。 这次投资兴建的永州瑞祥锌材料
有限公司，可实现当年投资当年投产。

金霞经开区9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51.5亿元

东安7个项目集中开工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展开，1500
多人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嘹亮的歌
声， 久久回荡在夜空。9月28日晚，“纯粹中
国 湖湘风华” 湖南艺术团在东帝汶的最后
一场演出，奏响了当地华人华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最强音。 东帝汶副
议长罗伯托、前总统奥尔塔、中国驻东帝汶
大使肖建国和1500多名华人华侨共同观看
了演出。

1514年， 华人跟随葡萄牙商人来到东帝
汶。1800年首都迁到帝力后， 由广东省前来东
帝汶经商的华人大增。1912年， 东帝汶第一个
华人华侨社团———东帝汶中华总商会成立。总
商会于2003年重建，成为东帝汶最有影响力的

华人华侨社团。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来东帝汶投资建设，中资企业协会等社团也纷
纷成立。湖南艺术团是第一个来到东帝汶演出
的中国文艺团体，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祝福与喜庆，受到了当地华人华侨社
团的热情欢迎与大力支持。28日晚的演出，由
中华总商会、华商联合会、中资企业协会、中华
青年创业者会联合主办，成了东帝汶华人华侨
和中企员工的盛大庆典。

威武的雄狮在铿锵的锣鼓声中跃上舞台，
点燃了节日庆典的欢乐；充满东帝汶风情的歌
舞表演，与民乐、杂技等精彩的中国艺术盛宴，
交相辉映；雄壮的国歌声，更激起现场观众对
祖国的浓浓深情。

赖松贤是来自广东梅县的东帝汶第四代
华侨，在帝力开了一家有名的中餐馆。2006年，

东帝汶发生暴乱，他在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避
难4天后， 中国政府派出飞机将他和避难的华
人华侨接回国内。他深感强大的祖国，才是海
外游子最坚强的后盾。他与东帝汶中华总商会
会长张芳霞、马纳图托农业产业园董事长梁耀
久等好几位世代居住在东帝汶的老华侨一起，
全程跟随、 安排湖南艺术团的行程。75岁的梁
耀久在烈日下不辞劳苦地奔波， 连看了4场演
出。他感慨地说：“这是我最难忘的国庆，最美
好的享受。”

9月 25日到 28日，“纯粹中华 湖湘风
华”湖南艺术团从马纳图托农业产业园到首
都帝力连演4场， 所展现的中华文化风采、
传递的中东友好情谊、 激发的爱国热忱，将
在这个美丽的岛国留下美好的回味，激起长
远的回响。

湖南艺术团东帝汶演出圆满落幕

最难忘的国庆 最美好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