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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
○杜家毫主持，
刘永富作专题辅导报告，
许达哲李微微乌兰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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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创意项目
获户外媒体设计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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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承自己的祖业，
李志军的儿子李秋桂已成为他的徒弟，这是他在焙纸坊学习如何启纸。图/周伯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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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元旦起执行；
1243所大学本科、
研究生、
毕业3年内学生简化手续

看小童模如何秀时尚
直播时间：10 月 28 日 19:00
今年年初，潇湘晨报教育工作室牵手亚
童传媒，以少儿模特大赛为载体，向贫困山区
捐赠音乐教室，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公益+
研学+大赛”三位一体的品牌活动，培养了一
大批舞台新秀。10 月 28 日晚，本年度亚童少
儿模特巅峰对决，100 名
小童模将上演儿童时尚
大秀，时装、创意、音乐、
艺术、策展等元素一起
构建一个精致而有习得
的时髦体验。
有奖征集

综合新华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 27 日结束访华行程离开北京。访问期
间，中日双方表示将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在
重回正轨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专家认
为，安倍此次访华释放出正面信息，对促
进双边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
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
同他举行会见会谈，双方还举行了纪念
和 平 友 好 条 约 缔 结 40 周 年 招 待 会 和 首
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达成诸多

次旅游赴日签证，最长 30 天。
另外，过去 3 年内，曾两次以个人旅
游签证赴日的中国游客，申请多次往返签
证时的手续也将简化。游客只需准备护
照及申请表格，即可申请多次往返签证。
日方不要求提供经济能力证明。日方还
说，如果旅行社要求提供经济证明，就“没
有放宽签证的意义，日方反对这么做”。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日本对
中国游客放宽签证，
“是为了让年轻人、大
学生多来日本，增进国民交流，加强两国
关系，
令中日关系发展到新阶段。”

沙特检方对记者遇害案改口：

卡舒吉死于有预谋犯罪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26 日
说，沙特阿拉伯总检察长谢赫·沙特·穆吉卜几天后将到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与土方官员会面，调查沙特籍记者贾迈勒·卡舒吉
遇害事件。
埃尔多安当天在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一次会议上说，
“他们
（沙特人）将派总检察长 28 日来土耳其”。
穆吉卜 25 日说，沙特调查人员审核土耳其方面提供的证据，
推断卡舒吉死于“有预谋的犯罪”。
卡舒吉 59 岁，本月 2 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
馆，办理与结婚相关手续，随后“失踪”。沙特方面最初声称卡舒
吉当天离开领事馆，20 日改称他死于领事馆内一场“斗殴”，已经
逮捕 18 名涉案嫌疑人。
就卡舒吉如何死亡，沙特方面给出过不同的说法，称他死于
一场“斗殴”，
或是在被“下药”和绑架时抵抗而遭“锁喉”致死。

滞留塞班岛中国游客有望今天回国

寻找身边正能量报料官
潇湘晨报全平台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启动
“正能量报料官计划”，寻找
身边的正能量线索。线索一
经采用，
报料人可获100元至
3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馆 26 日晚发布情况通报说，塞班国际机场
将于当地时间 10 月 28 日对民航开放，四川
航空和香港航空已安排飞机 28 日飞往塞
班，接回因台风灾害滞留塞班岛的约 1500
名中国游客。
今年最强台风
“玉兔”
24 日袭击了美属
北马里亚纳群岛，
造成1人死亡、
部分人员受

美国逮捕爆炸包裹案嫌犯
据新华社电 美国执法机构 26 日在东南部佛
罗里达州逮捕一名涉嫌邮寄多个有爆炸装置包裹
的男子，
并对其提出 5 项犯罪指控。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被逮捕的嫌疑人是 56 岁男子西泽·萨约克，
是佛罗里达州居民。塞申斯表示，根据目前的犯罪
指控，萨约克可能面临最高为 58 年的监禁。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目前尚不能确定萨约克邮寄有爆炸装
置包裹的动机。
有媒体报道说，萨约克是注册共和党选民，是
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萨约克涉嫌向多名民主党
人士或支持者邮寄可疑包裹，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
奥巴马、前副总统拜登、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等。所幸包裹中的爆炸装置无一爆炸，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本版版式：陈

共识，取得务实成果。两国一系列经济
合作文件的签署成为安倍此次访问的生
动注脚，双方决定重启货币互换协定、放
宽中国人赴日签证条件、开展高科技领
域合作等。
据媒体报道，根据安倍这次访华带来
的签证新政策，日本决定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进一步放宽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条件。
中国教育部所属的 1243 所大学的本科、研
究生、毕业 3 年以内的学生，申请赴日签证
手续将简化（之前仅针对 75 所大学），只要
有在学证明，无需经济证明，就可申请单

《流浪猫鲍勃》
演绎喵星人暖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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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对中国游客放宽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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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邵阳隆回滩头镇，
当清晨第一缕烟从李志军的手工抄纸作坊袅袅升起时，
焙纸坊的烟穿过瓦背，
那是古老中
国的气息。1300 多年前，
滩头先民开始手工抄纸时大概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小镇会成为中国纸文明的标本。它以独
特的手工抄纸技艺，
串起一条完整的纸产业链，
赋予纸新的生命。

扫码下载ZAKER潇湘，
看更多精彩

打完
“美容针”
女子反复发热进医院

伤，
大量房屋受损。由于交通、
供水、
电力等
基础设施遭严重破坏，
救援工作进展缓慢。
总领馆通报说，已与美属北马里亚纳
群岛政府官员核实，塞班国际机场将于 28
日开放，开放时间仅限白天，航班入港不
得载客，只用于离港接走滞留人员。同
时，因风灾滞留导致签证逾期的游客离境
不会受到影响。随后，总领馆在另一份通

未来一周循环播放小
“晴”
歌

鸣
10 月 27 日，秋高气爽，长沙劳动东路，
两个小孩吃冰棒。图/记者辜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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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中确认，四川航空和香港航空已安排运
力，计划从上海和香港出发，在 28 日塞班
机场开放后便可抵达。具体航班和购票、
改签等信息可直接咨询相关航空公司。
岛上的中国游客 26 日在接受记者电
话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情况良好，没有
人身危险，食宿总体有保障，但大家普遍
有些焦虑，期盼能尽快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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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阳光总在风雨后”，用
这句歌词来形容近两周的天气，再贴切不
过。经历了上周霜降时节的雨水与气温
的“双降”之后，这个周末，我们迎来了秋
高气爽的晴好天气。趁着灿烂的阳光，出
去走走，晒晒太阳，舒展筋骨，活跃心情。
或者只是在家洗洗衣服，把被褥和秋冬衣
物晒一晒，也莫名有种幸福的感觉。
实况显示，
26 日 8 时至 27 日 8 时，
全省
多云，
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今日起至11
月2日，
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具体来看，
未
来三天晴天间多云，
29 日至 30 日湘西北云
系较多，
局地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方面，
今
天最高气温 23℃至 25℃，最低气温 11℃至
13℃。下周二受干冷空气南下影响，
气温有
起伏。
记者储文静 通讯员谭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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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架C919成功转场试飞
27 日，C919 大型客机第二架机从山东东营胜利机
场起飞，历经 2 小时 6 分，平稳降落在江西南昌瑶湖机
场，圆满完成转场飞行任务。接下来，国产大飞机将在
此开展试飞活动。
C919 型号副总设计师、试飞中心副总工程师邓小
洪介绍，根据计划，C919 飞机项目投入试飞的飞机将开
展失速、动力、性能、操稳、飞控、结冰、高温高寒等科目
试飞。
2018 年投入使用的瑶湖机场距离上海空中直线距
离仅 610 公里，拥有一条 3600 米长可供试飞跑道和专属
试飞空域。同时，航空工业洪都拥有涵盖飞行试验全过
程的专业队伍和较为完备的试验手段，能够为大型客机
试验试飞提供充分保障。
文、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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