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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

本报6月25日讯 在首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即将召开之际，
中国（长沙）埃塞俄比亚工业经
济管理研讨班昨日正式开班。9
天时间内，埃塞俄比亚代表团将
在长沙参与研讨学习，参观长沙
企业，促进双方加强经贸合作。

参加此次研讨班的有来自
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的官员
专家、工业园开发公司的高管、
农业部的司长、 阿达玛市政府
管理人员等，他们将通过9天的
研讨交流，撞出思维的火花，结
下深厚的友谊，架起一座“湘埃
民心相通”的桥梁。

“学习中国在工业园的管
理与开发、人员培训、技术转移
等方面的经验。”埃塞俄比亚驻
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德斯塔表
示， 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基础薄
弱，管理水平与工人技能低下，
希望通过此类研讨班的学习，
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同时，他
希望通过本次研讨班的交流，
能吸引更多的湖南投资者在埃
塞俄比亚投资。

作为东道主， 长沙经开区
为此次研讨班作了精心安排，
不仅设置了习近平新思想概
论、“一带一路”倡议、政府对
经济的宏观调控、工业园运营
管理等课程内容，还将安排埃
方代表参观长沙经开区大中
小企业、 长沙的农业企业、政
务服务中心等场地。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第二
大人口国，也是我国实施“一
带一路”、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的重要国家。 长沙经开区有关
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开展研
讨交流， 帮助埃方更加认识湖
南、了解湖南，通过相互探讨，扩
大湘埃经贸合作，推动湘企到埃
投资和优质富余产能走进非洲。

■记者 胡锐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
来长取经

第一届中国-
非洲经贸博览会将
于6月27日至6月
29日在长沙举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长沙将举行一

场独具中国魅力的欢迎仪式———26日晚，橘洲烟花又将
璀璨燃放。记者今天从橘子洲景区管理处获悉，6月26日
20：40-21：10，在长沙橘子洲焰火广场将新增一场数字
影像艺术焰火秀，届时激光、灯光、LED影像等多媒体艺
术与焰火跨界融合向大家展示长沙媒体艺术的魅力。

■记者 黄京 陈月红
通讯员 杨灿 实习生 曾雪琪

本报6月25日讯 天气渐
热， 随着本地当季蔬菜大量上
市，长沙市场上辣椒、西红柿、茄
子等不少蔬菜跌了； 进入夏季，
猪肉产品价格也多持续下跌，鱼
类的销售渐渐进入高峰期，后期
价格预计将上涨。

螺丝椒5元一斤、 本地青椒
每斤6元、茄子3.5元一斤、红薯
叶2.5元一把……

今天，在长沙荷花池生鲜市
场，记者看到辣椒、茄子等蔬菜
便宜了不少。 在伍家岭某超市，
空心菜每斤售价2.98元、油麦菜
2.58元、 小白菜2.28元……这里
的“二元菜”明显增多，尖青椒、
螺丝椒、圆青椒等各种辣椒价格
也跌了，其中圆青椒仅售2.98元

一斤，前段时间最贵时身价飙升
到20多元一斤的红线椒今天售
价已跌至7.98元。

据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
中心监测显示，6月19日-6月25
日监测的15个品种蔬菜零售均
价“6涨9跌”，芹菜、西红柿、茄
子、 豆角和尖椒零售均价环比
下跌。

本周， 长沙市场鸡蛋和鸡
肉价格持续回落， 较上周分别
下跌 1.23%和 0.54% ， 为每斤
5.49元和12.89元。 随着天气气
温升高， 淡水鱼等水产品运输
途中损耗加大，进入夏季，鱼类
的销售渐渐进入高峰期，预计价
格将会上涨。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实习生 曾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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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远方来，橘子洲今晚增放焰火
景区清园时间今天提前至15时 16点30分起开始临时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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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蔬菜上市，“二元”小菜增多

记者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
团获悉， 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
长沙地铁将实施专项运营组织
方案，投入最大运力方便大家乘
坐地铁出行。

根据专项组织方案，6月26
日晚长沙地铁各线路将分段进
入超高峰运行状态。 其中，6月
26日19：00至23：00， 地铁1、2
号线将分别上线列车18列和
28列， 最短行车间隔分别压缩
至5分18秒和3分44秒；6月26日
17：30起至运营结束， 地铁4号
线将进入高峰期运行状态，最
多上线列车16列， 最短行车间
隔压缩至7分58秒。

此外，长沙地铁将按特别级
模式执行安检作业， 严格执行

“逢包必检、 逢液必检、 逢人必
检、逢疑必检”，进一步加强安全
检查，以保障盛会期间的运营组
织平稳有序。同时，与公安部门
形成一体联动，重点做好突发大
客流工作等。

据记者了解，6月26日15:
00起至当日运营结束，长沙地铁
2号线湘江中路站和橘子洲站将
停止对外服务；18：00起至运营
结束，五一广场站、溁湾镇站将
适当延长列车停站时间，以方便
乘客上下车。 预计1号线黄兴广
场、南门口、黄土岭，2号线五一
广场、溁湾镇以及4号线碧沙湖、
阜埠河、湖南师大、湖南大学等
站点客流较为集中，建议广大乘
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为维护交通秩序，确保学生交通安全，长沙市教育局拟
调整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放学时间。

6月26日17：00至20:30，以车站路、城南路、芙蓉路、八一路
合围区域内的道路，将采取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当日下午，交
通管制合围区域各中小学校（幼儿园）放学时间提前至16:30。

6月27日7:00至12:30，以福元路、锦绣路、汽配城路、京珠
西辅道、人民路、芙蓉路合围区域内的道路，将采取临时性交
通管制措施，当日上午该区域内中小学校(幼儿园)可根据实
际情况，错时安排学生上、下学。如有迟到情况发生，学校可
酌情处理。

本次焰火晚会以《结伴同
行·筑梦未来》为主题 ，共分六
个部分，序章《有朋自远方来》、
第一篇章《多彩非洲》、第二篇章
《美丽中国》、第三篇章《锦绣潇
湘》、第四篇章《相约长沙》、尾声
《共享未来》， 燃放时间共30分
钟。据记者了解，在6月26日的焰
火秀中， 大家可以看到伟人故
里、张家界的隆冬暮雪等，在天
空中还可以看到非洲的沙漠与
海洋、动物大迁徙等。

据悉 ，6月 2 6日 19:00至
22:30将对三一大道、东二环、南
二环、西二环合围区域内的道路
采取临时性交通管制措施； 橘子
洲大桥、银盆岭大桥、猴子石大桥、

福元路大桥、营盘路过江隧道、南
湖路过江隧道将采取由西往东限
制通行交通管制措施。 另外，6月
26日16:30至22:00将对湘江中
路劳动路口至人民路口路段实
行临时管制，管制范围西至沿江
风光带， 东至湘江中路东辅道，
北至人民路口， 南至劳动路口。
管制期间，该合围区域内禁止无
关车辆和人员通行或者停留，请
广大市民朋友理解和支持。

橘子洲景区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提醒， 为了游客的安全，根
据烟火燃放活动执行委员会的
安排，6月26日橘子洲景区将清
园时间提前至当天15：00，请游
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橘子洲景区今日清园时间提前至15∶00

地铁将分段超高峰运行，逢人必检

26日部分学校放学时间提前

本报6月25日讯 6月25日，
一声声精神饱满、抑扬顿挫的读
报声从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的广场、教室、会议室等地传出，
这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走进
该院吸引学生参赛的场景。

朗读现场气氛热烈，有班级
齐声朗读， 有互相吟咏唱和，有
独自录播务求完美。尽管同学们
的普通话水平、 声音条件各不
同，但大家展现出了极高的参与
兴趣。据悉，共有200余名学生参
赛，大家读国家大事、读经济建
设、 读科教文卫、 读湖南发展
……“我平时就很爱朗读，我觉
得大声读出来，能让人在表达中
更加自信，这次读党报活动我觉
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给了
我们一个展示的平台，也让我们
借此机会了解更多的时事、更广
的讯息”， 该院应用英语专业
1801班的潘凯婷说。

这场别开生面的朗读秀很
快感染了现场和周围的师生。一

位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老师当
场报名要一展风采。许多同学不
无感慨：以前备战高考，常常关
注国家大事和时事政治，现在关
注更多的是专业学习。通过下载
新湖南APP阅读湖南日报文章，
以后会更加关注党报， 关心时
事，关注国家发展大势。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十
分注重培养学生的手脑并用能
力， 还特别针对五年制学生开
展了每日晨读活动， 旨在用朗
读的形式提高学生主动获取知
识的能力。 该院党委书记李海
涛表示， 在电子信息纷繁复杂
的今天， 培养学生良好的读报
意识和读报习惯， 不仅能让学
生更好地了解时事、关注社会、
拓展知识面，而且静下来慢读、
深读，在“浸入式”的享受中，能
够锻炼大脑、活跃思维，让阅读
更加有质量， 从而让自己的涵
养变得更加深厚。

■杨玲 蒋琴姗 王德和

用青春之声诵响主旋律
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走进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为迎接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充分展现湖南窗口形象，长沙机场夜景照明升级改造于6月25日正式全面投入使用。
记者 和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