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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我省3县市区
因违法用地被约谈

本报6月3日讯 6月1日，
我省召开 2018年土地卫片执
法监督检查警示约谈会， 湘潭
市岳塘区（包括湘潭高新区、
昭山示范区）、衡阳市石鼓区、
郴州市苏仙区（包括郴州高新
区）等3个县市区人民政府（含
园区管委会） 主要负责人被警
示约谈， 原因是违法面积大，
违法占耕地面积比例高， 而查
处整改到位率低。

会议要求，被约谈地区要在
2个月内对本地区的用地情况进
行全面自查，逐条逐项制定整改
措施，依法从严查处，消除违法
状态，确保整改到位。

■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实习生 戢伟豪

本报6月3日讯 《湖南省
2018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近日出台， 确定了今年我省地
质灾害防范重点。 重点防范期
为4至9月； 重点防范区域包括
以滑坡、崩塌、泥石流为主及以
地面塌陷为主的两大类地质灾
害高易发区。

方案显示，2017年， 我省共
发生各类突发地质灾害3490起，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3亿元，除
宁乡市沩山乡王家湾滑坡为中型
外，其余灾情均为小型。去年全省
各地成功预报地质灾害592起，
紧急转移22018人， 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成效较为明显。

2018年，全省地质灾害发生
总体与常年平均水平相当。 重点
防范期为4至9月，这个阶段是滑

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
质灾害的主要发生期。其中5至7
月地质灾害相对频发，7至9月要
重点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地
质灾害。

重点防范区域方面，以滑坡、
崩塌、 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高
易发区，涉及13个市州47个县市
区； 以地面塌陷为主的地质灾害
高易发区， 涉及9个市州25个县
市区。 重点防范对象包括全省
224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等。

方案指出， 全省山地丘陵区
居民切坡建房形成地质灾害隐患
的现象普遍， 历年由降雨引发地
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绝大多
数与之相关， 各地应采取有效措
施重点防范。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江钻

宁乡市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基地启动

本报6月3日讯 宁乡退役
军人自筹资金成立“宁乡退役军
人之家”和“宁乡退役军人应急
救援志愿突击队”，并筹建“宁乡
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地”。今
天，该基地正式启动。

宁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基
地主任陈建凯介绍， 基地包括
宁乡退役军人众创空间、 老兵
活动中心、老兵之家三部分。所
有退役军人的项目在创业基地
都是免费入驻， 基地可协助办
理政府贴息创业贷款。目前，该
基地已经建设就业培训中心，
有效提高了退役军人就业成功
率， 切实解决退役军人的就业
创业难题。

■记者 李琪

6月2日至3日， 中美就
两国经贸问题进行了磋商，
取得了积极、 具体的进展。
磋商成果来之不易，更需用
诚意和信任精心呵护，倍加
珍惜， 否则可能前功尽弃，
一切归零。

钓鱼台的这次磋商，是
中美双方对华盛顿共识的
进一步落实。 坦诚沟通，是
推动每一次中美经贸磋商
前进的关键，从北京到华盛
顿再到北京，双方的磋商也
从坦诚高效， 迈向积极务
实，进入具体深入，两国元
首共识的落实在朝着更加
“看得见摸得着” 的方向不
断推进。

改革开放和扩大内需
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我们将
按照自己既定的节奏走下
去。扩大自美农业和能源进
口，顺应中国高质量发展需
求，将让百姓享受更多的美
食、绿水和蓝天，中方有需
求，也有诚意；同时，这将帮
助改善美方贸易不平衡，促
进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美
方有意愿，也很期待。这对
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美方出于国内政治因

素考虑， 希望尽快拿到短
期实质性成果的心情可以
理解， 但谈判是互相妥协
的艺术，可以讨价还价，不
能漫天要价， 如果只顾自
己不考虑对方， 这样的合
作恐怕很难持久。 在我扩
大进口的同时， 美方也应
对制造业、 服务业开放和
放宽对华高技术管制尽快
作出回应。

磋商， 不仅要坦诚，还
需信任。 如果一再出尔反
尔，只会让磋商成果前功尽
弃。基于特朗普政府最近几
次的“翻脸”，磋商成果能否
顺利落地还要看美方的实
际行动。中国政府不想打但
不怕打贸易战的态度始终
不变，如果美方继续举起包
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
裁大棒，一意孤行地挑起贸
易战， 那中方将别无选择，
只能对等反击， 到那时，一
切辛辛苦苦取得的磋商成
果都将归零。 相信这笔账，
美国算得清。

■据新华社

6月2日至3日， 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
牵头人刘鹤带领中方团队
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带领
的美方团队在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就两国经贸问题进
行了磋商。双方就落实两国
在华盛顿的共识， 在农业、
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
好沟通， 取得了积极的、具
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
方最终确认。

中方的态度是始终一
贯的。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 中国愿意从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
进口， 这对两国人民和全
世界都有益处。 改革开放
和扩大内需是中国的国家
战略， 我们的既定节奏不
会变。

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
都应基于双方相向而行、不
打贸易战这一前提。如果美
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
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
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
会生效。

■据新华社

中方就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
双方取得积极具体的进展 若美方出台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成果将不会生效

成果不易，更需诚意与信任呵护

本报6月3日讯 今天，
距“世界环境日”到来还有2
天，长沙市排水有限责任公
司在花桥污水处理厂举办
以“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为主题的开放日活动，现
场，前来参观的市民们依次
来到生物池、沉淀池、紫外
消毒池等地，详细了解了污
水处理厂的工艺流程。

花桥污水处理厂厂长
宾伟介绍，当生活污水全部
进入到污水厂后，首先要经
过粗、细格栅过滤排除掉垃
圾，然后再进入曝气沉砂池

中去除砂粒，再进入生物池
被活性污泥里的微生物“吃
掉”水中有害物质，之后被
引流到二沉池将活性污泥
和生物处理以后的水分开。
“经过不同生物池里沉淀以
后，二沉池出水口处的水已
经变得清澈透明，但是里面
还存在少量杂质与漂浮物，
还要经过再次沉淀、 过滤、
消毒才能排入内河。污水经
过深度处理，达到国家一级
A排放标准， 无色无味，甚
至可以养鱼。”

■记者 和婷婷

花桥污水处理厂举办市民开放日
污水深度处理后可养鱼

我省今年重点防范两大类地质灾害
重点防治224处隐患点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今日从
省发改委获悉，为防范“地条钢”
死灰复燃，即日起我省将实行“地
条钢”生产企业有奖举报。经查实
的有效举报， 将给予10000元以
上奖励。

所谓“地条钢”，指的是以废
旧钢铁为原材料，用工频、中频感
应电炉冶炼的劣质、低质螺纹钢、
线材及不合格不锈钢产品， 属于
违法违规生产，从2002年起就是
国家要求淘汰和严厉打击的对
象。 据了解， 各地发生的桥梁垮
塌、 楼房倒塌等重大恶性事故，
相当部分与建筑用材的质量低劣
有关。

“如果市民发现新增‘地条
钢’ 生产企业或已取缔的‘地条
钢’死灰复燃企业,可通过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实名举报或

有明确线索的举报。”省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提醒， 市民在举报时需
提供违法企业详细地址、 具体违
法违规行为， 最好能提供现场照
片或视频等。

同时， 举报人应对所举报事
项真实性负责，对借举报之名，捏
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干
扰正常工作的， 严格依法追究责
任。

举报受理机关将严格保护举
报人信息安全，并予以奖励。有效
举报， 将给予举报人10000元以
上的奖励。

举报联系方式：
电话：0731-89991065

�����������������0731-88955379�
邮箱：495864145@qq.com

����������������137190329@qq.com
■记者 卜岚

举报“地条钢”生产企业可获万元奖励

诵读国学经典 传承传统文化
6月3日， 衡阳市南华大学红湘校区举办“诵读中华经典， 弘扬优秀文化———南华大学第四届国学经典诵读比

赛”，学生们通过“着汉服、演古韵、读国学、诵经典”等活动，重温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化。 王泽坤 郑潮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