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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陈毅

呼吸清新空气、采摘时令果蔬……眼下
春回大地，疫情形势向好，衡阳市石鼓区的
乡村旅游行业也逐渐复苏。

“今年的桑葚产量比去年更高，很多桑
葚还未成熟就被游客提前预订了。”4月15
日，在石鼓区黄沙湾街道灵官庙村兆祥四季
果园，该村党总支书记何小云满面笑容，为
桑葚基地开园打起广告。

记者走进兆祥四季果园的桑葚基地内，
只见郁郁葱葱的桑葚树上，挂满了一簇簇紫
红色的桑葚果实，颗粒丰满，果香沁鼻。

“再过几天，我们的桑葚就会大面积成熟
了。”兆祥四季果园的负责人邓文祥说，今年基
地增种了45亩新品种的奶油味桑葚，为让市
民吃上平价新品，售价与往年普通桑葚一致。

“要想留住游客的脚步，先要留住游客的味
蕾。”黄沙湾街道党工委书记文鸣介绍，近年来，
街道先后引进远翔农庄、云飞农业、青月山庄、志

邦生态、四季果园等10余家都市农业项目，现
在，游客可以根据季节不同，来黄沙湾街道品尝
桑葚、西瓜、葡萄、百香果、枇杷、橘子等鲜果，还
可以吃到一年四季都不打烊的农家饭菜。

“近日，我们山庄还入选了湖南省五星
级乡村旅游区(点)。左边的这片空地，我们
今年打算把它开发成老年康养基地……”青
月山庄负责人刘锯介绍，得益于石鼓区委、
区政府对都市农业发展的大力扶持，该山庄
仅仅用2年多时间，就从3村交界的一个不

起眼山谷，蝶变为集餐饮、棋牌、钓鱼、采蘑
菇、足球于一体的休闲康养项目。

近年来，石鼓区出台《石鼓区都市农业
产业发展扶持办法试行》等奖补政策，“真金
白银”支持都市农业做大做强，仅今年就拿
出近400万元奖励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和个
人。此外，该区还投入1亿余元修建乡村旅
游环线，把散落在角山镇、黄沙湾街道的香
樟苑、望夫湖农业、三星蔬菜基地、万佳生态
农场、山水莲花、青月山庄、远翔农庄等多个
特色农业基地组成团、串成线、连成片。

如今，在石鼓区乡村旅游“一盘棋”的整体
效应下，村民们也自发打造了网红桥、亲子乐
园、滑草、山地自行车等休闲娱乐项目，成功赢
得游客的心。去年国庆期间，仅灵官庙村“网
红桥”单个项目，接待游客就超过3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正茂

“恭喜小妹，获得加义镇民宿发展‘最佳
贡献奖’。”4月13日，平江县加义镇镇长助
理潘奇志将奖牌送到刘小妹家。

民宿，被称之为有温度的住宿、有灵魂
的生活。近年来，加义镇思源村民宿成了不
少游客青睐的“网红”打卡地。

3 月 20 日，思源村民宿重新开业。20
多天来，民宿持续火爆。4月13日，民宿停
车场停放着长沙、岳阳、湘潭、株洲等地十几
辆私家车。“疫情过后最适合来这里放松，在
这里吃着香喷喷的竹筒饭，喝着茶，欣赏着
民宿前的小花园，太惬意了！”长沙游客刘峰
说。

能简单介绍一下民宿吗？记者问“拾思

源”民宿主人刘小妹。
“我设计民宿时，从室内到室外，尽可能

保留原生态的东西，不做过多的精修，室内
装饰也是极简的田园风，就是要让顾客找回
乡下老家的感觉。”

生意火爆有何秘诀？刘小妹说：“我是最
早创建‘一户三园’庭院经济模式的，自从打
造‘三园’后，来我们这里吃饭住宿的人明显

增多了。去年，我的民宿就盈利25万元。”
什么是“一户三园”？“就是每家每户因

地制宜打造一个小花园、一个小果园、一个
小菜园，用优美的人居环境，吸引更多的游
客。”刘小妹说。

今朝花开胜往昔，料得明日花更红。从
2017年开始发展精品民宿起，加义镇依托独
特的区位优势、一流的生态环境、深厚的文化
底蕴、秀丽的田园风光，推进精品民宿建设。

“现在全镇民宿发展到了近200家，带动周边
近 300 名贫困户就业，平均每年每户增收
2000元以上。”加义镇党委书记张生才称，

“我们将继续在民宿的品质和服务上下功夫，
实现‘美丽环境’到‘美丽经济’新的跨越。”

湖南日报4月 15日讯（通讯员 李登
科 李卓林 记者 颜石敦）“各位父老乡亲，
今天我推荐的产品是桂阳坛子肉，这肉肥而
不腻、香辣爽口，是下饭的必备佳品。”4 月
15日上午，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委网信办、
省商务厅、省扶贫办指导建设的“芒果扶贫
云超市”，走进桂阳县正和镇阳山古村，现场
开设“直播间”为桂阳特色农产品助销。

近年来，桂阳县按照“一乡一品”、“一村一
品”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特色产业，形成了方
元辣椒、敖泉乌龙姜、莲塘玉竹、和平豆腐等农
产品特色品牌。其中，方元五爪辣成功申请国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一些农产品销售困难，该县积极利用“线上
线下”平台帮助贫困农户代销。“芒果扶贫云超
市”的到来，使这里的农产品销售如虎添翼。

“相传三国时期蜀国名将赵子龙将军智
取桂阳时，当地乡民用本地特产方元五爪辣
腌制猪肉皮和五花肉，赠送给赵子龙将军下
酒，深得其喜爱，这便是现在的桂阳坛子
肉。”直播现场，桂阳县副县长彭岳辉化身

“带货官”，细致讲解制作坛子肉制作工序。
一边与消费者互动，一边进行农产品推介。

“我的家乡桂阳人杰地灵、物产丰富，离
家这么多年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味道，哎呷
嘚，我都想回家了。”奥运冠军易思玲也特意
录制短视频，为家乡农产品加油打气。

90后返乡创业青年张海平、“魔芋哥”谭
光胜、“东北大妞”张惠影、扶贫干部余爱玉，也
通过直播间为稻草灰水粽、魔芋、五爪辣、乌
龙姜等“土宝贝”吆喝。当天销售稻草灰水粽
6000多个，农产品销售总额突破10万元。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 郑孟军）4 月 15 日上午 10
时，衡东县县长徐志毅，走进高湖镇新旺村
黑木耳扶贫产业基地，为扶贫农产品黑木
耳代言。通过快乐购和微博“一直播”平台
向广大网友和观众“吆喝”叫卖黑木耳，1
小时销售额逾40万元。

黑木耳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用菌，享
有“素中之王”“铁之冠军”美誉。此次推荐
的衡东黑木耳属云耳的一种，是黑木耳中
的极品。

“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我们可以通过
看、捏、吃等步骤来看看衡东黑木耳的品质，
喜欢黑木耳的抓紧时间下单，现价一斤只需
39元。”在直播现场，徐志毅运用网络语言
给广大网友介绍衡东黑木耳的产品优势，并

现场试吃凉拌木耳，吸引粉丝多多下单。
“我是衡山的一家销售团队，我愿意为

衡东的黑木耳做微商”“我是来自浙江丽水
的商户，听说衡东黑木耳的品质好，这次我
现场下单1000份黑木耳。”在县长代言的
一个小时直播中，新浪微博“一直播”和芒
果扶贫云超市在线观看人数达38.6万，销
售衡东黑木耳和香菇10083件，销售额逾
40万元。

近年来，衡东县先后建立17个黑木耳
产业扶贫基地，实现产值近3000万元。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县今年近500亩基
地所生产的黑木耳出现大量滞销。目前，
全县干木耳库存超过25万公斤。

据悉，今天，衡东县长代言推荐黑木耳
直播活动在衡阳尚属首次。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彭娟）近日，长
沙市岳麓区出台企业租金减免政策，凡承租区属国有资产类国
有经营用房的中小企业，可根据省、市相关政策向资产管理单
位申请租金减免扶持，即免收 1 个月租金，减半收取 2 个月租
金。

位于岳麓高新区的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有限公司是政
策受益者之一。自 2 月 10 日复工以来，受疫情影响，该公
司业务拓展一度因交通不便、原材料供应不足等原因暂
缓。最近这两周，公司产品生产、业务洽谈已渐入正轨。该
公司副总裁应龙表示：“正是减免了部分租金，让我们节约
不少运营成本，减少了损失，企业才能迅速回归发展正
轨。”

据了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为帮助企业稳定
健康发展，按照省市稳定经济运行的要求，岳麓区第一时间出
台相关政策，给予区内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总额超过1200万
元租金减免扶持。

截至目前，岳麓区租金减免共惠及企业179家，减免面积
达48.9万平方米，减免金额为1241.3万元，为支持企业抗击疫
情、共渡难关、复工复产提供了坚强保障。

湖南日报4月15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
员 肖洋）今天上午，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汽车6S
街区的一处汽车销售中心内人声鼎沸，在长沙市
公证处及众多消费者见证下，2020天心汽车消
费节首个10万元现金大奖被抽出。

主办方电话联系中奖的舒先生时，舒先生直
呼“不敢相信”。视频连线时，舒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购买的是价值15万元的大众车，有了这笔
奖金后，不仅可以还清车贷还有结余。记者了解
到，截至目前，天心汽车消费节已累计送出一等
奖 4 个、二等奖 12 个、三等级 48 个、幸运奖 472
个。百万奖金池还有 70 万元大奖等着市民来
抽。

今年 3 月 14 日，为进一步提振天心区汽车
销售行业的信心，增强广大消费者的购车动力，
天心区推出了抽百万大奖的“2020天心汽车消
费节”活动。活动期间，购车者人人有奖。且每
月15日(4到6月)，从购车消费者中抽取10万元
现金大奖1名，大奖采取随机抽取、公证处现场
公证的形式。

为配合消费节的举办，雀园路汽车6S街区
各经营企业亦纷纷亮出贴心服务和底价让利的
促销大招。街区商家推出线上咨询、线上议价、
线上付款、送车上门等特色服务，更有7折起购
车、特价车、团购车、折扣优惠2万至10万元、0
首付0利息等各种钜惠礼。

自天心汽车消费节举办以来，30 天已累计
销售汽车1758台，合计销售金额约3亿元。

“美丽经济”引客来
——平江加义镇民宿旅游火爆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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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区出台政策

减免租金助企业渡难关
奥运冠军加油打气

“芒果扶贫云超市”走进桂阳阳山古村开设“直播间”
衡东县长直播“带货”
1小时销售黑木耳货值40万元

时事聚焦
美停缴世卫会费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宣布，美国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
会费并将问责这一国际组织在应对新冠疫情期间的所谓“失
职”。此举引起国际舆论哗然。

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美方对世卫组织挑
刺找茬、暂停缴费，是为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甩锅”，企图让世卫
组织成为“替罪羊”。此举对世卫组织无异于“釜底抽薪”，无疑将
伤及全球抗疫的共同努力。

“甩锅”甩不脱责任2.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此举意在为自身

防疫措施不力“甩锅”卸责，将削弱世卫组
织在推动全球防疫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
国报》、CNN等美国主流媒体一段时间以
来纷纷从各种角度“复盘”白宫抗疫表现，
其中不乏关于白宫反应迟缓、浪费时间的
批评声音。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政府还屡
屡指责其他国家、世卫组织等“抗疫不力”，
意在转移国内质疑声音。

针对特朗普对世卫组织的批评，美国
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帕特里克·莱希指
出，“白宫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错误地处
理了这场危机，忽视了多次警告，浪费了
宝贵的时间”，“它不想在死亡人数继续上
升的情况下承担责任，而是责怪其他人”。

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高级政策
研究员杰里米·科宁迪克14日在社交媒
体上说，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暂停向
世卫组织缴费是在转移视线，让世卫组织
成为“替罪羊”。

分析人士认为，疫情暴发以来，世卫组
织为协助各国应对疫情、推动国际抗疫合
作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其成果不会因个别人“泼脏水”而遭到否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日前发表的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世卫组织是国际卫生工作指导
和协调的权威机构，由于受到质疑、资金不
足、约束力不够等原因，其在推动全球防疫
上所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报告建议支持世
卫组织在全球抗疫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推
动建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协调合作机制。

世卫组织明确规定，
会员国应按本国的财富和
人口状况缴纳相应数额
的“评定会费”，这是该组
织资金的重要来源。世卫
组织网站显示，截至今
年 2 月 29 日，美国 2019
年的会费仍拖欠大半。

2017年以来，美国
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权理事会、应对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伊核协议、中导条约
等，其单边主义和“美
国优先”政策不仅遭
到国际社会强烈批
评，在美国国内也引
发巨大争议。

（据新华社电）

都市田园醉游人
——石鼓区乡村旅游复苏见闻

削弱全球抗疫合力

特朗普当天傍晚在白宫记者会上宣
布这一决定，并表示美方正评估世卫组
织在新冠疫情传播期间的作用。他说，美
国每年向世卫组织缴纳超过4亿美元会
费，作为主要赞助方，美国有责任对世卫
组织在疫情中的行为问责。

特朗普此举立即遭致美国国内专业
人士的反对。美国医学会主席帕特里斯·
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抗击新冠疫情
需要国际合作，美方在此关键时刻暂停
对世卫组织缴纳会费是“在错误方向上
的危险一步”，声明强烈要求特朗普重新
考虑这一决定。

本月 7 日，特朗普称世卫组织对疫
情反应迟钝，威胁停止向世卫组织缴纳
会费。针对美方这一表态，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8日呼吁勿将新冠病毒当作政
治筹码，应在国家内部、各国之间加强团
结，共同抗击疫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4 日晚通
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世卫组织必须得
到支持，这对全球战胜新冠疫情的努力
绝对关键。他说，全球正在抗击新冠疫
情，削减世卫组织或任何其他人道主义
组织行动所需资源不合时宜。

古特雷斯表示，新冠病毒“在我们一
生中前所未见，因此需要采取前所未有
的应对措施”。他强调，国际社会的当务
之急是团结一致，努力遏制这种病毒及
其破坏性后果。

停缴遭致众多反对1.

当下，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确诊
病例已逼近 200 万。紧急关头，加强全
球合作、携手抗击疫情的迫切性不言自
明，而强化世卫组织作为全球公共卫生
安全合作平台和“神经中枢”作用尤为
重要。

全球抗疫行动中，世卫组织亟需大量
资金推动疫苗研发、向医护人员提供防护
设备、为防疫能力薄弱国家提供支持等。
关键时刻，美方不仅不贡献力量，反而恶
意“拆台”，从拖欠世卫会费、挑刺找茬到

直接暂停缴费，一系列恶劣行径不仅严重
违背契约精神，有失大国担当，而且背离
人道主义原则。

病毒无国界，疫情之下任何国家都
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团结才能形成抗
疫的全球合力。美方削减对世卫组织和
全球卫生事业的支持，与当前国际社会
众力同趋的主流意愿背道而驰，不利于
抗疫大局，不符合自身安全利益，破坏的
是美国的国家信誉，削弱的是全球抗疫
的合力。 （综合新华社电）

破坏美国国家信誉3.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5 日说，
中方对美方宣布暂停资助世界
卫生组织表示严重关切，敦促
美方切实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
务，支持世卫组织领导国际抗
疫行动。

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相关提问时表示，作为全球公
共卫生安全领域最权威、最专业
的国际机构，世卫组织在应对全
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世卫组织在谭德
塞总干事带领下，积极履行自身

职责，为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
了中心协调作用，得到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

赵立坚说，当前，全球疫情
形势严峻，正处于关键时刻。美
方这一决定将削弱世卫组织能
力，损害国际抗疫合作，受影响
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特别是能力脆弱的国家。“我们
敦促美方切实履行自身的职责
和义务，支持世卫组织领导国际
抗疫行动。中方将一如既往，支
持世卫组织为推动国际公共卫
生事业、应对全球抗击疫情发挥
重要作用。”

外交部：

对美方宣布暂停资助
世卫组织表示严重关切

4月13日，在美国纽约，一名地铁员工（左）佩戴口罩工作。 新华社发

4月 14日，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白
宫记者会上宣布，
美国暂停向世界卫
生组织缴纳会费。
图为美国总统特
朗普在白宫记
者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

背景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