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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 参访团在洞庭湖畔采访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
谭锦屏 摄

本报记者 李宁

气势磅礴的大河西规划、绿色便民的株洲自
行车租赁……湘江沿岸新型城镇化建设站在了
历史的新高点。

红色韶山 、绿色东江 、多秀南岳 、多奇九
嶷……湖湘文化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秀美的自然
风景交相辉映。

工业转型升级、污水截流整治 、空气净化处
理……湘江儿女壮士断腕的决心和亮丽的答卷
振奋人心。

10月23日至30日，17家海外华文媒体深入湘
江流域的长沙、株洲、湘潭、娄底、永州、郴州、衡
阳、岳阳等8个城市实地考察，进行“东方莱茵河，
湖南两型梦———2011海外华文媒体高层聚焦湖
南”大型采访活动。 所到之处，他们均对我省近几
年来加大湘江治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取得
的成绩感到惊讶，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同时，他们
也为我省打造“东方莱茵河”纷纷建言。

“将湘江打造成东方莱茵河，这
让湖南站在了历史的高点”

“十一五”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当

前，湖南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
键节点，把湘江治理作为湖南“两型
社会”建设的突破口。 省委宣传部、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香港 《文
汇报》联合主办本次大型采访活动，
以便让海外华文媒体亲身感受湘江
这条文化的河流、哲学的河流、哺育
新时期湖湘人才的河流， 进一步了
解湖南、推介湖南。

欧洲《欧洲商报》总编辑张新
峰是一位睿智的长者，他1970年曾
作为归国华侨在西湖农场锻炼。站
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岳阳楼上，
他感慨万千地说：“当时，我们做了
一件现在看来是很蠢的事：围湖造
田。 现在湖南退田还湖，将湘江打
造成东方莱茵河，这让湖南站在了
历史的高点。 ”

张新峰说，湖南在经济高速发
展下，能做到降低能耗、提高空气
质量、保护好水资源，这非常难得。
过去很多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水资
源污染。这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发展
中不可避免的过程。 但是，湖南依
靠后发优势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
造福子孙后代、 造福人类的工程。
从莱茵河到湘江，前者孕育的马克
思主义要解救全人类，而湖南目前
正在造福一方，这体现了一种精神
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海外华文媒体
在世界各地都有丰富的政府资源
和社会资源，我们回去以后就会马
上开展活动，让全球更多华人和当
地主流人群了解湖南，进一步推动
湖南的对外交流合作。

加拿大《加拿大商报》社长助
理郭灵说：“湖南的山水很美， 但是最让我惊讶的
是湖南有一大批开明、具有活力的地方领导人。永
州市委书记张硕辅的一句‘你们来发财，我们来发
展’，让我印象深刻。 这反映了政府追求与投资人
共赢的观点。 我当晚就给好几个国外的朋友打电
话，盛情邀请他们来投资。 ”

“湖南提出要实现社会和谐、人
民安居乐业，不唯GDP论，这很正确”

“由于我们都是长期在外的海外华文高层，刚
来湖南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两型社会’。 一路
走来，我们感触良多，经常在一起热烈讨论‘两型
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香港《文汇报》副总经
理康海峰说。

“永州、衡阳、郴州有许多台商的投资。 与这
些台商聊天发现，他们不是简单地转移沿海产业，
而是实现了产业升级。 这次我能亲眼看到，令人
印象深刻。 在环保方面，地方政府建设了许多污
水治理厂，并通过关小引大，使得整体经济未受影
响，得到强劲发展，令人佩服。 ”台湾《旺报》副总
编辑林美姿点头称叹。

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株洲南车和郴州的湘能
华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让他们惊喜。 来自马来西
亚的媒体高层在知道马来西亚的地铁是株洲南车

生产的之后，立即走过去在车辆前合影。马来西亚
《自由日报》总编辑洪观胜笑呵呵地说：“设计得很
漂亮。”《加拿大商报》社长助理郭灵则在参观湘能
华磊后说：“科技公司让海外技术人员技术入股，
公司一旦上市即可使他们获得丰厚的回报。 这种
做法对吸引人才非常有效。 ”

日本《中日新报》社长刘成、日本《半月文摘》
梁钟文及其他团员热议株洲的自行车租赁。 他们
认为，这一做法在国外尚无成功的借鉴，而株洲能
够做得如此成功， 政府在后面做了许多实在细致
的工作。自行车已经成为株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值得推介。 韩国《亚洲经济》中国新闻局局长崔宪
圭则引用韩国的一起交通事故， 提醒株洲市政府
注意自行车交通保险问题。

泰国《京华中原联合日报》侨团版主任陈琳则
对幸福湖南的概念非常感兴趣：“湖南提出要实现
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不唯GDP论，这很正确。
政府在保护人民基本权益的同时， 也应该引导人
民将自己的主观期望与现实情况相匹配， 不要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

“建设湖南‘两型社会’的理念非
常好，但一定要持之以恒，一代一代
地延续传承好这种思想”

海外华文媒体在对我省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
之余，也从各自的思考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长沙的城市规划大气磅礴，其他地市各有特
色，可见政府的引导力度很大，但是环保与发展的
重任需要企业、商界、民间共同来承担。 产业转型
常常增加企业的成本，继而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如
何平衡好环境保护、 企业生存和消费者利益也是
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地方。”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副新闻总编辑许国伟说。

“当地政府都很注重与大企业的对接，但是政
府也应站在中小企业立场上， 为他们提供友好灵
活的生存发展环境。 新西兰在畜牧业及相关加工
业方面有优势，新中双方优势互补。希望湖南能探
索吸引新西兰中小企业前来投资的合作模式。”新
西兰《信报》营销总监孟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曾国藩故居、舜帝陵、东江水库让海外华文媒
体高层啧啧称叹。 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副总编
辑许翰求说：“以前我只知道张家界， 现在才知道
湖南到处都是美景。但是它们养在深闺人未识，实
在是一件憾事。希望政府能把高速公路修好，把旅
游路线规划好，我们也一定做好海外推介工作。 ”

《欧洲商报》总编辑张新峰说：“保护湘江，建
设湖南‘两型社会’的理念非常好，但是一定要长
期进行下去，持之以恒，一代一代地延续传承好这
种思想。政府和社会要从年青一代抓起，加强对青
少年的教育。 ”

美国《美洲商报》行政总裁何国礼认为，政府
在进行地方形象推介的时候需提供更具可操作性
的信息，例如当地的会计、金融、税收、人才资源方
面的情况。

“我一定要常来湖南！”这是此行即将结束时，
团员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香港《文汇报》海外
版总编辑曾书万则说，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
必将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吸金引智，在
新的高点上发扬湖湘文化， 带领湖湘儿女自信地
走向世界。

推进“两型”湖南走向世界
———“东方莱茵河， 湖南两型梦———2011海外华文媒体高层聚焦湖

南”大型采访活动札记

本报 10月 31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肖强 蔡卫国） 长沙营盘路湘
江隧道开通后，湘江橘子洲大桥、银盆
岭大桥交通压力骤减。 今天，这两座大
桥的车流量比较以往明显减少。 据了
解，隧道通车前，银盆岭大桥日流量达
近9万辆次，今天减少了一万辆左右。

营盘路湘江隧道开通，交通流量剧
增， 也给周边道路交通带来巨大影响。
今天是营盘路湘江隧道开通第3天，车
流较大，但整个行车秩序较好。上午8时

许，长沙市交警部门在隧道东出口一带
开展集中整治， 重点对电动车进隧道、
部分车辆出隧道后越双黄线行驶等交
通违法行为开展整治。 记者在现场看
到， 由于隧道东出口附近约500米的道
路上未设中心护栏，部分车辆在这个路
段随意越双黄线掉头。执勤交警当场对
有关违法人员进行了纠正， 短短30分
钟， 即查处了12辆违法调头的小汽车。
对电动车违法进入隧道的行为，执勤交
警也及时进行了制止。

营盘路湘江隧道开通后

橘子洲银盆岭两大桥压力骤减

10 月 31
日 ， 长沙市雨
花区洞井街道
高升社区腰鼓
队 正 在 排 练 。
该社区先后组
建 了 腰 鼓 队 、
合唱团等文艺
队伍 ， 经常组
织居民开展多
种 文 化 活 动 。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报 10月 3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刘溅根 李依麦） 当前， 正是
候鸟南迁越冬时节 。 10月 28日至 31
日， 省林业厅在邵阳召开现场会， 部
署保护候鸟南迁的专项行动。

我省是鸟类主要越冬地和迁徙途
经地之一 。 去年 ， 省林业厅颁布了
《关于禁止猎捕野生鸟类的通告》， 规

定自2010年10月22日至2015年12月31
日 ， 在全省范围内禁止猎捕野生鸟
类。

根据专项行动安排， 省林业部门
将在新化 、 新邵 、 隆回 、 桂东 、 炎
陵、 城步等县原来有猎鸟习惯的候鸟
迁徙必经之地， 设置保护小区， 实行
重点保护。 在山下设监护哨， 由林业

主管部门和当地村、 组联合值守， 负
责对进山和下山人员 、 车辆进行检
查， 劝阻意图猎鸟人员， 没收猎鸟工
具和猎获物， 查处违法猎鸟人员； 在
山上建执勤点， 由森林公安或森林武
警值守 ， 负责现场处置违法猎鸟行
为。 同时， 林业部门将深入集贸市场
和餐馆等交易、 消费场所巡查， 斩断
违法猎鸟利益链条。

林业部门呼吁， 广大民众要从自
身做起， 从现在做起， 不猎鸟、 不吃
鸟， 爱鸟护鸟， 保护鸟类资源， 维护
生态平衡。

辟保护区 设监护哨 建执勤点

我省专项部署护鸟南迁

� � �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陶海音 通
讯员 曹泽明）记者今天从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获悉，从１１月１日开始，东方航空公
司以上海为轴心，将开通长沙前往巴黎、
伦敦、洛杉矶、温哥华、悉尼、墨尔本的6
条国际航线。这是继今年１月１８日东航开
通长沙－上海－法兰克福航线后， 东航以
“代码共享”的方式，开通的长沙“直飞”
欧美澳的共计7条国际航线。

据介绍 ，从11月1日起 ，旅客在长
沙便可以购买直飞欧洲、美洲、大洋洲
三大洲国际联程机票。 旅客仅需在长
沙买一次票、 办理一次身份证手续及
一次托运 ，就轻松 “直飞 ”上述7大城
市，省时又省力，真正实现了湖南与国
际间的“代码共享、一票到底、行李直
挂”的三大便利服务。

据东航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新开通
的6条国际航线， 在方案上充分考虑了
旅客的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让
以前繁琐的各项手续简单化。 之前，长
沙旅客前往欧美澳各地，需在各地中转
站辗转，购票、办值机和包裹搬运等手
续，而目前从长沙始发的旅客直接可以
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办理相关手续（行
李交运、联检手续等）。旅客在上海转机
时不用再提取行李，可以享受由专人引
导快速转机服务。旅客只需在始发站填
表领取托运卡，就可全程体验经上海浦
东轻松中转世界7个国际都市。

东航通过“代码共享”方式开通的7
条国际航线分别为 ： 长沙至巴黎的
ＭＵ１３５３ ／４航班（每周７班）、长沙至伦敦的
ＭＵ１３５１ ／２航班（每周４班）、长沙至洛杉矶
的ＭＵ１３８３ ／６航班（每周７班）、长沙至温哥
华的ＭＵ１３８１ ／２航班（每周７班）、长沙至悉
尼的ＭＵ１３６１ ／２航班（每周５班）、长沙至墨
尔本的ＭＵ１３３７ ／８航班（每周7班），此外还
有今年年初已开通的长沙至法兰克福的
ＭＵ１３１９ ／２０航班（每周７班）。

■相关链接：何谓代码共享
代码共享（code-sharing）是指一家

航空公司的航班号（即代码）可以用在另
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上。 即旅客在全程
旅行中有一段航程或全程航程， 是乘坐
出票航空公司航班号但非出票航空公司
飞机承运的航班。

对航空公司而言， 代码共享不仅可
以在不投入成本的情况下完善航线网
络、扩大市场份额，而且越过了某些相对
封闭的航空市场的壁垒。对于旅客而言，
则可以享受到更加便捷、丰富的服务，比
如众多的航班和时刻选择， 一体化的转
机服务、优惠的环球票价，共享的休息厅
等。 正因为代码共享优化了航空公司的
资源，并使旅客受益匪浅，所以它于上世
纪70年代在美国国内市场诞生后， 短短
20年便已成为全球航空运输业内最流行
的合作方式。

代码共享 一票到底 行李直挂

长沙“直飞”欧美澳
7条航线全部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