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 日 戊戌年七月廿三 星期日 第11424期 今日4版2

习近平分别同埃及习近平分别同埃及、、加纳两国加纳两国
总统举行会谈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分别会见非洲习近平分别会见非洲99国总统国总统
（均详见4版）

邵阳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潘帅成 孙俊） 9月1日上午，台湾
居民刘先生在双清公安分局办证大厅成功申
办我市首张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标志着港澳台
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工作在我市全面启动。

今年61岁的刘先生因为配偶关系，近10
多年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我市，并打算在邵
长期居住。以前，凭五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刘先生在大陆投资、生活等均有不
便。听说今年9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港澳台居
民可在大陆申领居住证，当天早晨他第一个
来到双清公安分局办证大厅等候，结果有幸
成为我市申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第一人。

“为保证硬件设施到位和软件系统升级，我
们全市人口与出入境管理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已
经连续几天加班加点。为了在邵的港澳台同胞
能够及时办理居住证申领业务，全市12个申领
发放窗口于9月1日和2日又全员加班！”市公安
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长黄斌介绍。

据悉，国务院办公厅今年8月6日印发的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于今年9月
1日起实施，规定在内地（大陆）工作、投资、学
习、生活的港澳台居民，申请领取居住证后，可
以享受3项权利、6项基本公共服务、9项便利。

我市是全省第一人口大市，与港澳台往
来频繁。为此，我市在全市八县一市三区的公
安办证大厅都设立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
发放”窗口，凡符合申领条件的港澳台同胞，可
携带有效证件和相关材料就近办理，20个工
作日即可领取居住证，具体申领条件及办法可
参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

“今天上午，全市 12 个申领发放窗口工
作人员全部在岗在位，系统运转正常，全市共
受理港澳台居民申领居住证5人次，其中最
偏远的绥宁县率先成功受理我市县域第一宗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业务。”9月1日中午，
市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李
海雷说。 (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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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9
月1日讯（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魏志刚） 9 月 1
日上午，第十三
届省运会（成年
组）网球比赛在
邵 东 县 网 球 场
拉开帷幕，全省
11 支 代 表 队 派
出 146 名运动员
参赛，角逐 10 枚
金牌。

本届省运会
（成年组）网球比
赛时间为 9 月 1
日至 7 日。比赛
分为甲组（45 岁
以上）和乙组（20
岁至 45 岁）两个

组别，甲组进行男子双打、女子
双打、混合双打比赛，乙组进行
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
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
双打、混合双打比赛。所有比赛
采用六局胜制和平局决胜制，
其中团体赛采用三场二胜制，
出场顺序为单、单、双。比赛分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分组循
环，第二阶段为单淘汰赛加附
加赛。

当天，邵阳代表队参加男
子乙组团体、男子甲组双打第
一阶段比赛。男子乙组团体比
赛中，邵阳代表队先后负于永
州代表队、长沙代表队；男子甲
组双打比赛中，邵阳代表队负
于长沙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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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曾炜
通讯员 李焱稠 向国仕） 大班额问题
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武冈今年秋季开学报
名情况显示，从这个学期起，义务教育“超
大班额”问题在武冈成为过去式。

9 月 1 日上午，家住武冈市法相岩社
区迎阳路的尹宣很快办完了初二开学报
到手续，其学籍学位从武冈三中转至武冈
思源实验学校。她所在班人数由原来的82
人减少为 50 人。这一变化给她与家长带
来的最大感受是“不再有大班额带来的听
课难困扰”。

武冈三中是当地大班额问题较为突
出的学校，最大班额 107 人，最小班额 82
人。这次学位分流后，武冈三中共有 941
名学生与尹宣一样换了学位。目前，武冈
三中最大班人数65人，最小班人数55人。

资料显示，2018年春季，武冈城区19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有781个班级，66
人及以上超大班额411个，占城区班级总
数的52.62％。秋季开学，这一状况得到明
显扭转。武冈义务教育新增学位13760个，
让超大班额得到了有效化解，武冈义务教
育阶段班级实现了最大班额65人，最小的

只有50人。据了解，于2017年底开工建设
的武冈湖南师大附中，预计2020年秋季开
班招生，能增加义务教育阶段学位 3000
个，可更大程度地解决大班额问题。

基本消除“超大班额”与武冈近年来
“学位不足建学校，功能不齐补功能，场地
不够增场地，硬件不行强硬件，软件不强提
软件”的教育投入分不开。近三年来，武冈
总计投入13.5亿元，在新建和改扩建学校，
加强城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致力
于农村教育投入，全面推动城乡教育资源
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 (下转2版①)

武冈基本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武冈基本消除义务教育超大班额
今年秋季开学新增学位13760个，实现最大班额65人，最小班额50人

邵阳日报8月30日讯（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向云峰） “既有浓浓的传统文
化气息，又有满满的现代艺术美感！”8月
29日，在绥宁县城长铺镇百马滩沿河风光
带的墙壁上，一幅幅大型浮雕作品栩栩如
生，吸引众多居民驻足欣赏。当日，该县民
俗文化风情浮雕艺术墙建成，成为美丽绥
宁县城一道新的文化风景。

这组命名为《巫水情》的大型民俗风
情浮雕作品由绥宁县民间剪纸艺人唐东
风设计创作，高6米，长216米，以巫水两

岸的民俗风情生活为背景，共含划龙舟、
包粽子、戏溪水、对山歌、放水灯等 24 个
在绥宁沿袭千年的民俗故事。

近 10 多年来，绥宁县坚持“山水为
形，文化为魂”的发展理念，充分挖掘历史
文化和民俗文化底蕴，致力将县城打造成
山水园林之城、苗侗风情之都、宜游宜居
之地，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2007年底开始，该县
先后投入2.3亿多元，建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

长廊、红色纪念文化长廊、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长廊、山歌长廊、崇文励志文化墙、
苗侗风情民间剪纸艺术墙、廉政文化长
廊、法治文化长廊、民俗文化风情浮雕艺
术墙等 9 处文化墙，将民俗风情、廉政建
设、红色教育、法治教育等文化元素融入
城市建设之中。

(下转2版②)

绥宁依托文化元素提升城市品位绥宁依托文化元素提升城市品位
县城形成“百亩湖面、千户苗居、万米文化墙”壮美景观

邵阳女篮快速反击。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摄

邵阳男子足球队在市体育中心附属田径场迎战长沙
男子足球队，最终0：2不敌对手。

邵阳日报记者 申兴刚 摄

邵阳日报9月1日讯（记者
陈星 通讯员 刘飞 周蓉 吴智睿）
9月1日，省运会（成年组）乒乓
球比赛混合双打在邵阳县五环
时代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

乒乓球混合双打第一阶段
一共分为甲组（45 岁以上）和
乙组（20岁至45岁），甲组有8
个小组，乙组有12小组。

经过激烈对战，混合双打
甲组、乙组第一阶段各小组排

名出炉。甲组 8 个小组具体排
名，A 组：怀化市、常德市；B
组：娄底市、怀化市；C组：衡阳
市、常德市，D组：邵阳市、长沙
市；E组：益阳市、娄底市；F组：
株洲市、衡阳市；G组：长沙市、
株洲市；H组：湘西自治州、常
德市。乙组 12 个小组具体排
名，A组：益阳市、湘西自治州；
B 组：株洲市、湘西自治州；C
组：岳阳市、郴州市；D组：湘潭

市、怀化市；E组：娄底市、岳阳
市；F 组：长沙市、岳阳市；G
组：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H
组：常德市、衡阳市；I组：常德
市、长沙市；J组：湘潭市、衡阳
市；K组：常德市、湘潭市；L组：
常德市、邵阳市。

甲组、乙组第一阶段各小
组排名第一的队伍将继续对
战，进行第二阶段比赛，争夺最
终的名次。

乒乓球混合双打第一阶段各组排名出炉

邵阳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李超） 9 月 1
日上午，邵阳女篮迎战
株洲女篮。

之前的三场胜利，
让邵阳女篮的队员们斗
志昂扬。与株洲女篮的
比赛一开场，邵阳女篮
的队员们就展开攻势，
凭借自己的身高、娴熟
的配合、积极的防守，很
快将比分差距拉开。

进入下半场比赛，株
洲女篮队员们不断调整
战术，顽强应对邵阳女篮
的进攻，并抓住一切机会
组织反击。但遗憾的是，
株洲女篮一直难以撕开
邵阳女篮的“铁桶阵”。最
终，株洲女篮以39：68不
敌邵阳女篮。邵阳女篮取
得第四场胜利。

邵阳女篮主教练莫

超群介绍，随着比赛的
深入，邵阳女篮队员们
对比赛的节奏把握得越
来越好，配合也越来越
娴熟。“今天比赛后，我
们将积极总结经验，反
思存在的不足，争取以
最好的状态、最科学的
战术、最顽强的作风，打
好与长沙女篮的比赛。”

根据比赛规则，参
赛队在 8 支以下采取单
循环赛进行。本届省运
会（成年组）女子篮球比
赛共有6支队伍参赛。目
前，邵阳女篮与长沙女
篮均取得四场胜利，各
积8分排名并列第一。因
此，9月2日上午长沙女
篮与邵阳女篮的比赛，
将直接决出本届省运会
（成年组）女子篮球比赛
的冠亚军。

邵阳女篮取得第四场胜利

邵阳日报 9月 1日讯
（记者 陈红云） 9月1日
上午，第十三届省运会（成
年组）男子足球比赛在市体
育中心体育场及附属田径
场同时揭开战幕。

本届省运会（成年组）
足球比赛单设男子足球，全
省 11 支代表队 251 名运动
员参赛。

首场进行的是 A 组比
赛，衡阳男子足球队与岳阳
男子足球队交锋。双方队员
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衡阳
男子足球队球风硬朗，逐渐
在中场占据优势，不时渗透
到对方半场，发动进攻。比赛
进行到20分钟时，衡阳男子
足球队发界外球，边路队员
头球摆渡传中，21号球员及
时前插到门前包抄得手，率
先打破僵局，这也是本届省
运会（成年组）足球比赛的首
粒进球。进球后的衡阳男子
足球队越战越勇，最终以3：1
战胜岳阳男子足球队。随后
进行的B组第二场比赛，邵

阳男子足球队迎战长沙男子
足球队。邵阳男子足球队在
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与长沙
男子足球队打起对攻，通过
在中场的积极拼抢，获得了
数次单刀机会，遗憾的是边
路包抄不及时错失进球良
机。长沙男子足球队则通过
短传渗透率先破门，随后又
利用角球的机会中路包抄得
手再进一球。上半场结束时
邵阳男子足球队0：2落后于
长沙男子足球队，这个比分
一直保持到终场结束。

上午进行的B组怀化男
子足球队对阵株洲男子足球
队的比赛中，双方队员积极
拼抢、顽强防守，在90分钟
的比赛中双方均无建树，进
入点球大战。最终怀化男子
足球队在点球大战中5：4战
胜株洲男子足球队。

在当天进行的其他两
场比赛中，A组常德男子足
球队2：0战胜湘潭男子足球
队，B组娄底男子足球队2：1
战胜张家界男子足球队。

男子足球比赛揭开战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