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谭云东） 2011-
2012赛季CBA联赛第5轮今晚打响， 北京队在
马布里的率领下， 延续了球队的良好状态，客
场以111比79大胜福建男篮后，迎来了开局5连
胜，成为目前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

本轮其他比赛，广东队再次爆冷，客场94
比104不敌青岛队，这是卫冕冠军前5轮的第二
场失利。青岛队的外援哈德森贡献31分、7个篮
板和7次助攻，成为主队取胜的关键先生。浙江
队在JR史密斯的率领下， 客场102比99逆转对
手山西队，获得3连胜。JR史密斯本场比赛拿下
了全场最高的32分，并且有8次助攻入账。上海
队则迎来了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在老板姚明
的注视下，上海队以91比75击败广厦，结束了
球队3连败。

本版责编 谭云东 责任校对 胡永龙体育15２０11年12月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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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衡阳， 老工业基地焕发勃勃生机。 近3年

来，全市承接产业转移项目630个，其中加工贸
易企业130家，到位资金380亿元，加工贸易进
出口额年均递增100%以上。

永州， 传统农业大市成为沿海产业转移
的“洼地”。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共承接产业转
移项目214个，同比增长31.3%。

面向南方，满眼春光。
始自 “十一五 ”末的这轮产业转移 ，其动

因是一个叠加现象，包括人民币升值、出口退
税率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多重因素。与此
同时，“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从“坐而论”迈
向“起而行”。在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沿海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

“机遇就像一个小偷， 来的时候不知不
觉，走的时候损失惨重。承接产业转移正是一
个阶段性的巨大机遇。如果从‘十一五’算起，
产业转移可能延续整个 ‘十二五 ’期间 。如果
错过了这个机遇 ，可能就永远错过了 。”衡阳
市商务局综合科科长肖春红说。

先行先试，湘南“折得东风
第一枝”
在宁远县的湘威鞋业， 记者先后来到裁

加、针车、成型3个车间 ，只见800多名工人在
各自岗位上忙碌不停。 从广东东莞转移到永
州的湘威鞋业，已先后在蓝山、道县、宁远、新
田建厂，年产彪马运动鞋600万双。如今，世界
3大运动鞋品牌阿迪达斯、耐克 、彪马的生产
基地都已落户永州， 设计年产1亿双运动鞋，
形成在全国颇具影响的制鞋产业链。

湘南是我省较早对外开放的地区， 开放
程度高，与国内各地区经济合作密切，尤其与
珠三角地区山水相连、人文相亲 、市场相通 、
经济相融。 承接产业转移， 湘南三市优势明
显。一是毗邻珠三角的区位优势。二是营商发
展成本优势：工业用水、用电、用工、用地等生
产要素综合成本比沿海地区低30%以上。三是
政策优势 ：省委 、省政府2009年制订 《关于支
持郴州市承接产业转移先行先试的若干政策
措施》，从工业用地、建设规划 、环保审批 、财
政支持、金融服务、口岸通关、园区建设、产业

布局等11个方面出台34条政策措施， 支持郴
州先行先试，要求衡阳、永州参照执行。

承接产业转移， 是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
业分工格局的新一轮大角逐。这好比打篮球，
必须拼抢“篮板球”。

衡阳、郴州、永州三市抢占先机 ，先行先
试，“折得东风第一枝”。

来自省商务厅的数据表明，2010年，湘南
三市承接产业转移项目992个，占全省总数的
35.5%； 实际利用外资13.3亿美元， 占全省的
25.6%； 今年1－9月， 三市新建标准厂房面积
424万平方米 ，几乎占了全省的 “半壁江山 ”；
衡阳、郴州、永州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同比增速
分别达114.78%、103.18%和34.89%， 成为我省
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内， 上百栋标准厂
房矗立其中，富士康、欧姆龙 、中兴通讯等大
型企业就在这里。

“抓园区建设、抓优质服务、抓要素保障、
抓物流通关”，衡阳市把承接产业转移作为各
级领导干部的第一工作、 第一菜单、 第一任
务，大企业“顶天立地”，配套中小企业 “铺天
盖地”。无怪乎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都发出感慨：“我们来晚了！”

“不怕发展落后 ，就怕观念落后 ；不怕底
子薄，就怕妄自菲薄；不怕条件差 ，就怕干部
作风差；不是不可为，就怕不作为。”郴州市推
广安仁典型，响亮地提出“产业承接看湘南 、
湘南示范看郴州”的口号。截至9月底，郴州市

今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
重位居全省第一。

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对接东盟的过程中 ，
永州市提出： 绝不能只停留在承接东部地区
不要了的产业和投资上， 也不能是东部产业
的“简单复制 ”，而是要着眼于促进结构调整
与优化升级，大力引进规模大 、技术含量高 、
产业链长、资源转化能力强、符合环保要求和
行业标准的大项目，彻底取代现有的规模小、
产能低、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格局 。总体布
局上，南面突出建设 “蓝宁道新 ”加工贸易走
廊， 北边凤凰园经济技术开发区着力打造出
口加工区，同时，鼓励各县区发展各具特色的
工业园区，构筑“一县一品牌”、“一园一特色”
的产业格局。

乘势而上，打造三湘新的
经济增长极

以开放促承接，以承接促发展。记者采访
发现，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外开
放的过程。大开放大发展，小开放小发展 ，必
须敞开胸怀、展开双臂，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
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湘南， 开放的意识和观念正在空前增
强。

作为湖南“南大门”的郴州，曾经提出“粤
港澳后花园”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如今已经不

提了，现在的提法是：承接产业转移的 “桥头
堡”，力争建设成湖南网络最开放 、思想最开
明、市民最包容、干部最务实、服务最优良、社
会最和谐的城市。

在湘南， 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正在空前拓
展。

衡阳市构建大通关平台，今年3月开通衡
阳至深圳“五定班列”，与深圳盐田港实现“铁
海联运”，加快通关速度50%以上，降低物流成
本30%以上， 外贸进出口货物可直接通江达
海，也标志着衡阳对外开放迈上更高平台。在
衡阳市公路口岸项目建设现场， 记者看到主
体工程接近封顶，近期即将开关。衡阳市商务
局负责人介绍， 公路口岸设计规模达日通关
300－600台车，可实现24小时通关作业 ，将大
大加速承接产业转移步伐， 大幅降低企业物
流通关成本。

在郴州出口加工区， 台达电子负责人余
澄松告诉记者， 他们从广东转移到这个出口
加工区后，不仅缩短了上下游物流成本，实现
“零库存”生产，企业综合成本减少三分之一。
郴州出口加工区叠加保税物流功能， 由以往
单一的加工贸易区， 成功实现向综合保税区
转型，集保税加工、保税物流、对外贸易、服务
贸易于一体，成为我国目前对外开
放领域中层次最高、 政策最优、功
能最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一。

在湘南，开放的领域和范围空
前扩大。

永州市不仅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主
动对接东盟，还主动加大同郴州、衡阳的基础
设施对接和产业配套，参与区域分工合作。在
8月中旬， 该市召开历时7天的全市扩大开放
暨承接产业转移现场会， 组织全体与会代表
赴郴州、衡阳两地考察，学习借鉴两地的先进
经验， 共话携手推进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

“用最开放的思维推进开放合作”，这已成
为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有关各方的共
识。

大开放、大承接、大发展。郴州、永州、衡阳
先后成为 “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
地”， 永州成为我省对接东盟的主要 “桥头
堡”。2009年至今年9月底， 湘南三市共承接产
业转移项目2462个， 相应新增税收20亿元、就
业32.4万人， 分别占全省总量的35.6%、31.1%
和49.5%。湘南地区，正成为继长株潭城市群之
后我省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平台、跨区
域合作的引领区、加工贸易的集聚区、转型发
展的试验区 ”，省委 、省政府赋予湘南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的“四个战略定位”，既是“示范
区”的建设目标，也是湖南开放新起点。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记者
今天从湖南环湘自行车赛组委会了解到， 环
湘自行车赛全程十佳车手及环湘赛环长株潭
赛段十佳车手将于12月3日骑车挑战位于株洲
炎陵的湖南最高峰酃峰， 由此拉开首届湖南
新铁人挑战赛的序幕。

首届湖南新铁人挑战赛包括3个比赛项
目： 首先进行山地自行车骑行赛段， 线路从
梨树洲景区深沟里到达梨树洲景区中洲共5
公里 （垂直海拔高度约400米）； 然后展开运
动员推车跑步赛段， 线路从梨树洲景区中洲
到达梨树洲景区上洲共2公里 ， 推车跑步过
程中， 不允许骑行。 最后， 所有参赛选手带
车登山 ， 线路从梨树洲景区上洲直插酃峰
（海拔2115.2米） 共17.26公里 （垂直海拔高度
约1000米）。

国民体质监测每5年进行一次， 本次监
测是自2000年开展国民体质监测以来进行
的第3次监测，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的抽样原
则。 我省体育、教育、科技等10个部门通力协
作，以全省14个市州（非学生）的常住人口为
监测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11万多人，其中
幼儿２.６万人。

对于监测结果，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
示：“我省国民体质整体水平较5年前有所提
高，但仍低于全国水平。 加快群众体育设施
建设，大力发展全民健身，将是我省体育及
相关部门需要重点努力的方向。 ”

幼儿各项指标低于全国水平

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 从2005年
至2010年以来， 我省整体国民体质水平略有
提高， 达到 “合格” 标准以上人数比例为
88.54%，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年人的柔
韧性、灵活性和平衡能力有所提高，但力量素
质落后全国水平，男性心肺等技能指标较差。
整体来看，女性的体质水平要好于男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与2005年我省第二
次国民体质监测相比，幼儿组的各项指标均
有所下滑。 在3至6岁男女幼儿的平均身高和
体重、幼儿安静时脉搏、身体素质综合表现
上，我省幼儿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正是由
于各项指标的落后， 在国民体质达标率上，
我省3至6岁幼儿达到“合格”标准以上的比

例仅为 78.22% ， 远低于同期全国水平的
92.9%，并且仅有6.13％的幼儿体质达到优秀
标准。

对于我省幼儿各项指标低于全国水平
的现状， 李舜认为，“幼儿缺乏适当的锻炼，
是导致我省幼儿体质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有些是父母体质的问题。 ”

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钟燕教授
认为，部分家庭不注重膳食营养的平衡，社
会各界应当重视学龄前儿童的健康状况及
存在的问题，改善儿童的形态和身体素质。

进一步加大对群众体育投入
本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的出炉，对掌握

我省国民体质现状， 促进群众体育活动开
展，有着重要意义。

李舜表示，“虽然我省国民体质综合指
数稳中有升， 但是依然有很大上升空间。要
进一步平衡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程度，
加大群众体育的投入。”

群众健身的强烈需求与健身设施的匮
乏，依然是我省开展群众体育事业的最大矛
盾。

长沙市教育局学生体协秘书长周立德
告诉记者，由于学校实力的差异，学生锻炼
的不平衡现象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场
地条件较好的学校， 学生的体质相对较好。
反之，一些条件差的学校连标准的体育场都
没有，学生锻炼的机会很少，体质也就相对
较差。

“目前我省人均健身场地面积不到0.7平
方米， 远低于全国1.03平方米的平均值。”李
舜告诉记者，“不过，最近几年我省对群众体
育的投入力度一直在加大，2006年全年仅投
入资金600多万， 到2010年就达到了3800万，
主要用于各类全民健身场地和设施建设以
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养。”

国务院颁布的 《全民健身计划 (2011-
2015年 )》 中明确指出， 到2015年， 全国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 1.5平方米以上 。
“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群众
体育的发展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 这
也是这次国民体质监测的重要意义所在。”
李舜说。

11月30日，我省第3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正式发布。我省国民体质“合格”标准
以上人数比例为88.54%，低于同期全国水平，其中逾二成幼儿体质不“合格”，仅有
６.１３％的幼儿体质达到优秀标准———

健身应从娃娃抓起
本报记者 王亮 谭云东

我省全民健身活动在课间的开展也呈现多样化。 图为今年6月， 桃江县近桃小学学
生在课间练习武术健身操。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体育观观观察察察 CBA：北京队5连胜

环湘赛车手挑战酃峰

卫冕冠军广东队爆冷不敌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