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灾

本报7月11日讯 7月6日以来，湘
中及其以南地区发生了入汛以来最强
一轮降雨。 记者今日下午从省应急厅
获悉， 本轮降雨共造成我省11个市
州81个县市区302万余人受灾，直
接经济损失55.9亿元。

据初步统计， 截止到7月11日
17:00， 暴雨洪涝灾害共造成我

省11个市州81个县市区302万余
人受灾，因灾死亡（失踪）17人，紧
急转移安置人口27.6万人，需紧急
生活救助人口10.4万人；农作物受
灾面积 208088公顷 ； 倒塌房屋
2181户4790间；直接经济损失55.9
亿元。

灾害发生后， 各地紧急转移安

置受灾群众， 积极调运救灾物资和
下拨救灾资金， 科学设置临时集中
安置点。 省应急厅会同省财政厅紧
急下拨省级救灾资金2000万元，会
同粮食储备局迅速调拨棉被1700
床、帐篷120顶，折叠床1600张等救
灾物资。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欧阳锋 实习生 马钰杰 徐婷

四十年建造之路
时代生长的力量

1979年的盛夏， 珠江潮起潮
落，犹如时代的脉搏砰然跳动，广
州珠江实业集团孕育于此，而后，
这个“时代骄子”盛名下的艺匠，
印刻下了无数个“中国第一”的传
奇履迹： 第一批中国最早五星级
酒店广州白天鹅酒店、 国内第一
家超白金五星级饭店花园酒店、
中国第一批超甲级写字楼广州世
界贸易中心……

不仅于此，40年征程，珠江实
业在建筑建造、商业运营、地产开
发、 物业服务等行业亦是翘楚，不
夸张的说，凡所到之处，无一不以
代言城市名片的高标准呈世，成为
扛领时代大旗的城市价值先行者。

十五载润泽湖湘
品质成就至美蓝图

秉承高端产品筑造的血统和
服务理念，2004年，珠江从广州进
入长沙， 以让人居超越人居的抱
负，为湖湘再掀风云！

15载深耕， 匠作百万平方城
市大盘、城市地标综合体、城市顶
级豪宅产品线———“中国最美的
100�个楼盘”珠江花城、“湖南最具
价值别墅楼盘” 珠江郦城·璞墅，
“2017�年值得期待楼盘”珠江颐德
公馆。

15年生长，从珠江到湘江，湖
南珠江实业扮演“城市高端资源运
营”角色，始终以尖端建筑标准，不
遗余力执着于品质与极致， 为城市
打造新的名片，践行蓝图之美使命。

三盘齐发 与城市共生长

2019年，珠江实业启动“三盘齐
发”计划———珠江东方明珠、珠江颐
德公馆、珠江好世界。三峰连城，见证
珠江的成长，亦印证湖湘的“城长”。

珠江东方明珠， 湖湘都市原
山标杆作品。 从资源和地段上就
能感受到级别感———坐落城市中
心，背靠长沙谷山森林公园，紧邻
长沙市体育主题公园， 内部拥有
公园、 湖等资源……在天赋资源
前， 珠江平衡自然与人内心的本
质关系， 将美好大自然引到室内
与建筑间，将山林意趣渗透到空间
中，做真正的都市桃源。目前在售
建面约112—148㎡瞰山美宅，建
面约207—266㎡谷山逸墅。

珠江颐德公馆， 珠江布局全

球江岸的顶豪作品。 地段和资源
上均独一无二———国家级新区湘
江新区中最宜居的洋湖国际生态
新城，50米江距的湘江沿岸，对望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在营造上，
创造了湖湘很多先例，包括80%
产品选用知名品牌特供或从国
外进口， 拥有湘江630米一线景
观面，270度无遮挡视野阳台，以
及世代皆享的奢贵礼遇服务体系
等，成为长沙“一江一湖一山”城
市艺术豪宅范本。 目前在售建面
约200—337㎡江天平墅。

珠江好世界， 长沙地标综合
体标杆，珠江升级长沙“商业+居
住”新格局的抱负所在。总面积33
万㎡的城市综合体， 包括花园式
体验购物中心、高尚住宅、精品
公寓、写字楼等，专为消费者量

身打造美好生活目的地。目前在
售建面约 29—50㎡创新公寓，
约95—135㎡高端住宅区。

不朽于时代 无愧于品质
无需再去渲染珠江实业的种

种辉煌过往，倾注过往40年时间，
沉淀人居经验、生活洞察、精工造
诣的存在， 就是珠江屹立时代潮
头，流传不朽作品的保证。

40年岁月练洗， 坚持匠心巨
筑；从时间的长度到人居的厚度，
从千人一面到别开一面， 那些打
败时间的建筑颜容， 和着城市美
好的色彩， 成为时代值得珍藏的
美好象征。

国企珠江40年， 时光所拾皆
非凡。15年春风化雨，三盘齐发致
敬美好湖湘。 ■本报记者

山水世界 与城共生
匠心珠江，湖湘三盘齐发

或许，没有谁，能比与
时代共生长的力量， 更懂
得一个时代的蓝图之美与
城市的进阶之路！ 40载国
企珠江， 和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 凭借之于时代的先
见， 印证城市一次又一次
的发展与变迁。

40年惊涛拍岸，国企
珠江以领先行业的智慧灵
感， 倾尽品质与极致之
美；推动城市前行。而今，
在第四个十年的前行路
上， 依然不以速成的名利
为航向，而是从探索高阶
品质出发， 驶向每一个经
典作品。

本报7月11日讯 在雨
水间歇两天后，新一轮降雨
将再次在湖南上线。

省气象台当日16时发
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1日
20时至12日20时， 岳阳、常
德南部、益阳、怀化北部、湘
西州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
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
其需要警惕的是，强降雨落
区与前期暴雨洪涝区域重
叠，极易造成重复受灾。

未来一周，我省将再次
出现两次大范围降雨过程，
过程累计雨量大、暴雨范围
广、局地降雨强。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1
日晚开始至14日，新一轮强
降雨再度来袭。其中，11日
下午到12日白天，湘西州、
张家界、常德、岳阳、长沙、
益阳、 怀化北部多云转阴
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有小
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12
日晚到13日白天，湘东北、
湘中、 湘西南阴天有中等

阵雨或雷阵雨， 部分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
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
雷阵雨；13日晚到14日白
天，湘中、湘西阴天有中等
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大雨，
局地暴雨， 其他地区阴天
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至
17日雨区北推， 湘中以北
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受持续降雨影响，未来
几天湖南气温总体偏低，不
会出现明显高温天气。12日
最高气温湘南29-31℃，其
他地区26-2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
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再次影
响湖南，持续降雨将对洞庭
湖区、湘江中下游、资水和
沅水流域影响大，易出现流
域性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
城乡内涝，尤其12日至14日
强降雨落区与6日至9日暴
雨洪涝过程重叠，极易造成
重复受灾，需加强防范。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滕婷

通讯员 尹婷 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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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迎战，新一轮强降雨上线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需防范暴雨洪涝区域重复受灾

紧急转移安置27.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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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后
小家变“大家”

7月11日晚，衡
东县新塘镇石杨村8
组，烛光下，曹小珍和
邻居在享用丰盛的晚
餐。此次洪灾中，曹小
珍的家因为处于地势
较高处幸免于难。她
将自己的家变成了一
个临时安置点。 邻居
们在她家吃住。

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陈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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