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市雨花
区左家塘街道首
届“同心·邻”文化
节系列活动之国
学道德讲堂日前
在桂花公园举行。
国学讲师覃怀阳
现场为居民讲授
家庭、邻里和谐及
朱子治家言等，倡
导构建和谐融洽
邻里关系。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陈永刚

摄影报道

!!"#$%&'()*+" #,-./0$
12$3456789:;<=>?% !@)$A
BC$D)EFGH% &12345IEF'(JK
LMNOP" &QRS*STU$VWXY')Z[
\]^_3O`$ab" cRddeef% &

!"#$%&'()
!JKgR5hi:aj** &Kk#l5m

no$4$ pgRqrstuvwxyhiLV
NPz$Q{|XY')}~��5z�$��*$
��-��89K�����$gR�K���$
������V6i$JKgR]�QR>P$�
K��4$ >���_��$ ����] ¡¢
£* &

!" ¤~$wxy¥¦§¤+ ¨©ª«¬$7
®¯�$°'mn±²©!³´µ&$Q¶·I¸
�$¹º9»¼KpX½!¾¿À&5X¿ÁÂ*
ÃÄÅÆ�%ÇÈÉ��ÊËÌÍÃ·Î�$hi
ÏÐÑÒ«% !ÓYKÔ4Õ��$°¶Ö×ÔØ
a¿Ù$u±ÚÛÜP�Ý$gRÌÞË,�ßà
áâã¹ä% &wxyåÂÏÐæçè_éêë%

ìíî #$$! ¤-./0$ïðÂñ�Bh%
!pz>òóô�/0$õ$ö$÷÷�$øù%
&úû*$¾¿Àü%ýþ�$g©ï*stÿ%&
wxyY%

!JK$IwKÔ4!�"·_#�$%&mn

±%&'()*ùY% :+¶$w© % =�$,*
�-��$Î.Ø/01ý2°3*$±4�4Õ
*5I67% !JK$&" û859:9;<=>?
, '("" @55IA$±4==_BC$<D_,
Å$�5o$+EFGHI$JK¢,LMNO,P
vQR,ShT>UVW$ÑXY3ZW[+&wx
yYQ5\]$)z^^_,``ab$ýcd¤+
!üY�ef$!°¶e·�gh�* &Yù$ij
klm*�+ 3·o$n '' oýþ�$�* ))(
ÿýþÿ+ QR5GHpq+¶>Pr"

s�KtA,uv,0w,xy,xz{ '! ·
ýþ$$ |}~�Xuvï)-./0$BC5
�����+

!"*+,-./0
���,��,������$������$

K���+�����ç�uv±$@6�ù��
�±hi5 ¡@¢$ £_¤¥s*ÔRhi5
ö¦$ï)-.ÔR§|5>�¨P©ª+

dÖ±v«�X!uv0±&«vo$$>·
¬W�5o$¡¢®�K¯+ �°Xß6±²

³+´dK¬µï¶5o$·6�|$¸¹ºý»
¼�Ñh+

+½�_�¾¿$d�>e$ÀÁ¶>oÂÃ
Ä5)�$µ~Cù��5ÅÆ�$>��Kdê
Çi+±vÈÉgR$3¶±4%5Ê$«©5I
ËÌ§|$±v�ÆçÍ�ØK3Î+3>�°¶
�K * o *+% �5ÎBÏÐÑ+

Òû¤~$ uv±�¶>·ÓÔÕ�5Ö×
�±+øù-./0$5{B%&$uv±5ØX
/ÙÚ$±%!ÃÛ&>ÜÝ$Þ�©5ØXBßà
Aá§ÂÁ��ç+ ±|%* !,( }ûâ¿ã5
äåuæR¢$%* &!+ -ýþ�$ýþ*ç_Ù
t±v+

îè�$uv±{é*ê3ëìíîï�Ý'
ðñòóôBCõö»÷KXø, ù¸ËÌë�
æ{õö|$ö~±4àøúû, #,% üû@+

±%&ýþÈÉgR$±áÿí*$+!"à
)±v#Õ*0$u±Ü%&'67$ )±v#
Õ5I67"àBC$�(¤m -- 85Ñ)ë¤
m (+ 85*)±v<=B+hiBCZ )++ @$
,|�ñ5ñh>�)-. !+++ @+à¤±4Ú

/0õ±vH15àAúû, **+ }@+
ëuv±2Ä$ K/0$33ê0{+54

Ø|$tA±¸5!637±,�æí±&5BC8
9$<¤4±vB+H1�:}@$|;<=>E
}@-?y±q@}ØXàAsA$}±)B÷ï
ðCDEÓF$±vìAv<¤,Å1-G7±H
IJÚX$ º$45ø3KóL-$ BCáÿÓ
Ô+ QRêw5MíNlKWRO¡$ PQKW
R,WGØ_~+

!123,4567
!3 !+ ¤/0$5BC$+EE¶ ./0 5"

S|S$DTü5¶UìpX5hø¿l$UVI
EFhi W+ &/0$X9Û&YZ[ëY$î
\]!G©^&,_Ö!:ü#$&$Ø¶)*UV
vh+

`{/0$5vhab$gRBJ'3�¤$
Ú/vh¿ß5ì0%"<¤6c )'15úd+

«�_ef...QRïð*stýþgho
i$jk*/ýþ%&9%¿l0+<oýþ�{%
�m$ /0$nÛo·pqrð°Ès/0�'

(>»üÈÉIEFtu5v�zw&$ xyz{
1/v$ 4IEF5�|¶ï}|5�,�>+
(~ýþ�st&$ ö~$ �$ú�Ý%&ýþ�
&- }â¿ã+

��>°3...uvìRv$ /0$�ìË
ÌNl$�z�´(��_e�&,(�X+�3&,
(��+�=&+ K%&á§ýþ$zQR°L-
û�>°3��§|$��(s#63��&${C
(kBl&��$�/�Xuv°3>z+ jz$ô
(�÷�Ê$&$ �,uv©µ=$ �� (�©´
ê&,(��Ìùc5»&{��o$�C�X�<
5°3��+ �1�0�,àA�c{�5$î�
�.ë�h$ö�<�·ê3+� - ¤E$�$�
Xuv°Xýþ� # }��+

I_ç5...!+#+ ¤$-./0$nÛo 
¡ /-./0$/ÙXuv5I67¢´�?0+
îè$ç_£Ü¤¤ü�5(Iu&¸J*(I_ç
5&5|¥+ W$ -$++ û�¦6$÷§WR~¨$
ï)5I67W©Áª«$+

ñ_ç¬,_ç&,®_çÔ...QR>�
)¯s� %+++ }@$ %Â*&5>°5±²ñ
³$Uw�]*tAñ³+ )´µIEFe¶,
e·5q¸$ /0$£¹à -++ û}@%Â*
&5>°5Ê$ShËÌ§|11

_�Y$^BCÓÔº¶>·{B$5ç$»
¼Êovh½¶>¾Ô5`w+/0$Ú !+ ¤z
w$¿t*/0Àø35h\z$DÚ !+ ¤5z
w$)-.ÁÂ*>¿GH�Ô+

!!!89:;<2=>? !" @ABC"##

!"#$%&'() *!"# $%

! "#!

! ! "# "#!$%&'() $%&'&&( *+,!
+-.(/0 %""%)"'%"'*"'+""'!1(/0 &*#
2*345-67, , 8!98,: ,)' ;<!=
5>?@A%BC5 & 8! 5-DEFGHI@
AJKJLM *"#+!&,# /N8G$OP2*34
Q5R )+ 8S7,!98,: "* ;T<!>?C
5 " 8$

UV6WDI!X*.(%1(YZ+R + [
\]!^_`*abD.(3\]cd & ($

!!"#"

!"#$% !"#&'()*+,-

&efghijkljm'noIpqrst
QIpuvwZx! yz{|B}~���D3
���$ =���jD+,stnoI����
�QI�f�Yx!y�����%��%��D
qr��$ UV|B8�DI!&jkljm'D�
������ x ! H¡¢x && H! £¤ &* ¥
�~�¦!&# h§6+,! �� )* *! I�¨©
&ª'«e¬+,qr$ ®¯6]N%¯S£°%
¯±²¯³ &# ´µv¶·¯¸!
©¹98,: )### <$ º�»¼
½!µv¾9 !¿Àx» (ºÁ
ÂÃ|BÄÅ!uvÆÇ!¯¸
TÈÉ!¶ÊËÌÍÁÎÁÏ#

!$%&"

!"#$%&$'()*"+,-./

! ! ') Ð!ÑÒÓBÔÕÖ×
�ØÙÚÛ%Ó$|5Ü�²ÝÞ
.6ß¡ÑÒÓàBáâãäå

æç�èéêëâ«ìíîàï
ðC#

ïñCIòÒÓóôK±õ
ö÷Lø«ùB!úû (+ ü!ý¥
þÿ!6°!"# 6#$%&ß'
�(6)*+¼Ä«,-'./
í0# �øà123$4�áâ5
6!å�$78# 9¹:«á;<
=>?@ghAB«ïñCCe
@tDnEF;«GH# IJ$«
~EKL!ÑÒÓ$|5ÜMxN
OàPãä! å{$Qx (### <

æç: # R
S�j«ï
ñCpîT
x~¦ÈH
UVW#

OP!! ! '+ X '! Ð!ÑÒÓ
YZ[$|\]G+^�_`æ
çaj!bcBÔÕh\deõ\
]G�fghàRi3c�fj
GöMõkc! lãäæç� *#
mnGop!{�mQx� (## <
æç:qrs# !'( )*+"

t )uvwx54yz{�
Ö|}~��«�J *_�]t!
>4��®�� &+## ;��yz
h��³í�yz�î«��6
F6� " ��\]ç��!I�
®��� ! yz��g����
í$

�� !p�����t !{�
�W�! ¡¢<Ni !£¤¥¤
Ì^$¦§Ô¨f©ªÆ<«¬:
�®¯!°±+²yz{�_`
�³´Nµ¬¶· $ ¸¹º»¬
:"|¼_`: "½�à@´��

:³k×¬:Nií�yz�î
��6Fõ6�"jGyz���
�6F"��¾¿�ÀÁ@´³Ö
|5$

&g6Â '*� !|¼_`:
AGyzî��á;6�Ã�p
34ÄÅÆ! º &&-"( ;ÇAGy
zî��È�É<�Êqëâá
;6�Ã� ! ¬:Ëõ²�ËÌ
É!Ã�Í|¿Î!I &g6Â '*
�½�à³´|¼_`:Ã�«
íHÖ|i6$

Ït)54½ÐÑÃ|¼_`

:AGyzî��á;6�Ã�
È�Òv *ÅÓ !Ô54½�àÐ
Y×Õß!Ö5×ÑÃ|¼_`:
+^yzîØF¾¿Ö|$ tÙ!
p+^yzîØF¾¿Ö|«Ó
K5.ÚÛÜ"ÝÞ"xß"àá"â
ã ( ?ÓP/! ¯¸ '%% [K +Ó"
c,+�¨¾äK,!åæ&á;6�
ç'«�è !£¤±û�û��K
« &%% ÇjGyzî���àW
· "+% <Ê<!é� ' ;ÇAGy
zî��W·É<Êê$

!,-."

$|��ëõmP¥ìí
îïÄï/�à}ñðñòó
|«ôPõ$�ö��ëõmP
¥ìí��«I÷Hé+Ã$
ø|¼$÷Hé+Ã$ø|¼s
´CÆ!uv¾ù"úf�û"é
+éü "ý,þ¹ÿ +(0!6°
S�âÉ|B«C!õ"#$

! ! ') Ð!$v%&'LK
(´)ß*«$|��ë+´$
! ! '! Ð! p+&Ó,LK(
´âíõ-'G«$|��ë
./í+´$0±[��ë1$
vKZ2Óc!'|3� "45
É�«��ë6�6ª789
�:;«<65äõ=>?|$
$|��ë~c�âÉ:;W
·�@AB" CD«ó|��!
��=��«EF./�GH
_`$|«IJ$

p5K" 4Lð**�!Ú
���ë"N8GM�÷Hé+
¼P!>?¦Ó&QNß� 1%%
Æí¥ìíaj! OPpñQ"
R&õSoTÓZc«)ßU"
VLõW«ÓZcX)¹�Ó
YZ³M[È\yw�mP÷
Hé+¼���í! ít]^!
_`�6aM�¹b!89�;
Æ|Bcd?,!eS÷Hé+
¼fÄ«fg$

¦È$|5ÜhhøÖ÷
Hé+¼���èia«Cj!
��k©¥lm"nop "Sq
ßr³sè!NÒ�¦tn'«
¥ìí��õGuaj$¥ìí
/�&v*�6·wÇ«xy
z!9d�6{?,Mb !�í
¥,~¦"É,|�!}C££!
=à}~�����ð*?÷
Hé+¼5,«fg$

0�!>?¦Ó&�6�p
ñð*�ÉÄÅ�ß¥ìí!�
��ÓB«�a!�$}QP�
���Ü" ��EF«®×!.
¤6X���$ø|¼ &��"
�½"6�"�G'«Ìß�� !
hh���$|«_`õº»$
!/01 234 567"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8
989:6;<=>?@AB

CDEFG#

HI-.JKDLMN!OP#

邵阳市 多云 18℃～24℃
湘潭市 多云转晴 17℃～25℃

张家界 阴转多云 16℃～22℃
吉首市 小雨 16℃～19℃
岳阳市 多云 17℃～23℃

常德市 阴 17℃～22℃
益阳市 阴 18℃～23℃

怀化市 阴转多云 18℃～21℃
娄底市 多云 17℃～25℃

衡阳市 多云 19℃～25℃
郴州市 多云 19℃～27℃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多云 19℃～26℃
永州市 多云 19℃～26℃

17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阴天到多云
北风 2 级 19℃～25℃

２０12年10月9日 星期二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颜斌

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长假，由于高速公路
免收通行费，各地自驾游空前火爆，旅游景点人
山人海，高速公路车满为患。

同样火爆的还有一种新兴的商业业态———
奥特莱斯。 长假的最后一天，记者来到位于长沙
市芙蓉南路的友阿奥特莱斯。 上午11时许，拥有
2000个车位的免费停车场已经没有了空位 ，连
周边几条马路的临时停车带也停满了前来购物
的小车。 停车场里挂着湘B、湘C等外地牌照的
车辆非常多，还有不少“贵”、“赣”、“鄂”等外省
牌照的车辆。 商场里，操着不同口音的顾客穿梭
在各个名品店，手中拎着大包小包，一个个“血
拼”得兴高采烈。

“双节期间，友阿奥特莱斯的日均客流量达
到了10万人，日均销售量为450万元，比去年同
期分别增长80%和100%。 汽车时代的加速到来，
确实让奥特莱斯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湖南友谊
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子敬高兴地
告诉记者。

兴起的根源: 品牌意识
来自娄底某机关的曾先生在这个国庆假期

首次走进了奥特莱斯，“上午开车带着一家人在
长沙生态动物园玩， 老婆听说友阿奥特莱斯的
东西又好又便宜，非要来逛一逛。 ”

走进友阿奥特莱斯， 曾先生的第一感觉这
里不像个购物中心，倒像是一个休闲公园。 欧式
风格的建筑， 蜿蜒的中心水道， 优美的园林小
品，就像一个奇妙的欧洲小镇。 更令曾先生全家
人开心的是，除了购物，这里还有着上万平方米
的美食街，国际标配的五星电影院，巨型儿童天
地，美容休闲中心，以及银行、汽车便利店等等，
真正实现了“吃、喝、玩、乐、购”一应俱全。 “当然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里的品牌货确实便宜。 ”

曾先生感叹， 喜欢购物的妻子过足了血拼
瘾 ，什么PRADA、ONLY、路卡迪龙 、金利来 、
ELLE等等， 一看到那最低一折的诱人折扣，“老
婆就忍不住了，一天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服饰、
包包。”

“是的，1000元在市中心的商场也许只能买
两件衣服，在我们这里就可以买四件、五件，价
格低、质量好、不用担心假货、不用担心售后，这
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友阿奥特莱斯总经理薛
宏远自豪地说。

奥特莱斯是英文outlets的音译，意为“出路”

和“出口”，是目前欧美主流零售业态之一。 奥特
莱斯最早是“工厂直销店”，专门处理工厂尾货；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这种商业模式逐渐成熟，
成为聚集国际一、 二线知名品牌打折换季商品
的新型休闲购物方式。 在欧美国家，奥特莱斯已
经和百货商店、超市、大型购物中心四分天下，
深受消费者追捧。

纵横商海多年的胡子敬坦言，“上世纪九十
年代出国考察时我就曾接触过奥特莱斯， 但那
时候属于可望不可及 ； 直到5年前 ， 随着LV、
CUCCI、BURBERRY等一大批国际一线品牌
相继登陆长沙，市民对品牌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而汽车时代的到来，消费能力的增长，促使我萌
发了打造中部奥特莱斯的梦想。 ”胡子敬介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开始使用世界名牌的产品。 现在，中国已经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名品、奢侈品消费市场；而长
沙，具有中部地区领先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
市民的品牌消费意识同样越来越强烈。

适时来到中国的奥特莱斯， 凭借 “品牌齐
全”和“价格低廉”两大“利器”，迅速成为消费者
追捧的对象。 奥特莱斯中出售的商品一般是品
牌所有者在全价销售中过季的、 停产的、 下架
的、断档的、断码的、品种不全的库存商品，所以
价格要比市面专柜上便宜许多，一般都是1-5折
左右。 但是这些商品都是正品，质量有保证，而
且，是实实在在的名牌。 另一方面，奥特莱斯实
行品牌直销， 取消了经销商、 代理商的中间环
节，也带来了价格的直线下降。

对消费者来说， 奥特莱斯提供了一个可以
用相对低廉的价格购买优质产品的机会； 对品
牌生产商来说， 奥特莱斯不仅提供了一个可以
处理剩余货品的场所，而且拓展了市场，使产品
由于低价而接触到了他们原本不能接触的消费
人群。

兴旺的保证:车轮经济
“逛得舒服，折扣给力，每次去必有收获。 ”这

是家住天心阁的张女士对奥特莱斯的评价。 自从
友阿奥特莱斯开业后， 张女士基本每个月去一
次，“开车走江边，往返40公里，20分钟就到了。 ”

“在市内逛商场，最头痛的就是停车难。”张女
士对奥特莱斯最满意的就是购物环境，“到奥特莱
斯逛街购物就基本上没有这个担心， 而且这里环
境优美、空气好，特别适合全家人一起出行。”

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 奥特莱斯的布局一
直走的郊区路线，并遵循4个原则：一是位于离

市中心一小时左右车程的城郊； 二是交通比较
发达，一般在高速公路旁边；三是具有足够的辐
射能力；四是物业成本较低。 在其发源地美国，
大多数奥特莱斯店都坐落在距离城市开车一到
两小时车程的城郊。 友阿奥特莱斯在长沙的选
址，遵循的正是这一策略。

“2007年的大年初五， 我和一位朋友开着
车，在长沙城周边四路子转，想选一个合适的地
方开办奥特莱斯。 转了一整天，看了很多地方，
直到转到今天奥特莱斯所在的位置， 我的心里
咯噔一下，心想：就是它了！ ”

胡子敬介绍，选择郊区，不会冲击到城区正
价店销售，但人们购买商品有更多选择，虽然不
会每个人都选择跑那么远购物， 却有人愿意为
折扣过来，“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消费人群。 ”

业内人士也普遍认为，正宗的奥特莱斯，是
建在车轮上的商业形态， 有车一族具备强大的
购买力，是有效的消费人群。 而今年双节期间友
阿奥特莱斯的火爆表现，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

友阿奥特莱斯位于长株潭三市融城中心位
置， 三市中心城区至奥特莱斯车程均不超过半
小时；在建的长沙地铁一号线、长株潭城际铁路
都在奥特莱斯附近设有车站，一旦开通营运，长
株潭周边地区的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据统计， 目前奥特莱斯在平常工作日的人
流量为1至2万人左右，周末在3至5万人，而节假
日达5至10万人。 主要客户群来自于长株潭地
区，占50%左右的销售比重；省内其他地区占销
售比重30%；湖北、江西等省外地区的客户群占
销售比重20%。

人流带来的是物流。 友阿奥特莱斯2011年1
月试营业，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73亿元，而今年
截至9月底，其营业收入已达3.2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210%以上，预计全年营业收入将超过5亿
元。

胡子敬乐观地展望， 奥特莱斯业态将在未
来5至10年迎来高速增长期。 作为友阿股份上市
后实施的第一个新项目， 友阿奥特莱斯不仅将
为友谊阿波罗集团的传统百货业找到 “出口”，
更有望成为引领湖南乃至中部地区消费潮流升
级的商业旗舰。

奥特莱斯：车轮上的商业“ ”

本报 10月 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先志） 一百年风雨沧桑，一
百年薪火相传。 近日，蓝山县第一中学
迎来了百岁生日。 校友代表、学校师生
及各界人士4000多人聚集一起，共庆母
校华诞。

蓝山一中创建于1912年，为我省开
办最早的县立中学之一，具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素以“从严治校、治学育人”饮
誉湘南，学子遍布海内外。建校以来，为
国家培育了2万多名人才， 其中获得突
出成就者达1000余人。

蓝山一中喜庆百年华诞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何力杰）近日，湘潭天易示范区张灯结
彩，鼓乐喧天，庆贺芙蓉大道湘潭县段
开工建设。这条道路将把“天易”真正融
入到长株潭核心区内。

据了解，芙蓉大道湘潭县段北起湘

潭湘江五大桥，经天易大道，往南止于
武广大道 ，全长约4.5公里 ，宽80余米 ，
全线双向六车道，道路采用主、辅分离
形成， 主车道设计速度为80公里/小时
的城际快速路,总投资约6.6亿元。 主体
工程预计在2013年底竣工投运。

长株潭城际干道向“天易”延伸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李文峰）近
日，株洲市住建局与市排水公司就白石
港水质净化中心项目签约。项目计划明
年建成并投入运行。 据了解，该项目出
水水质达到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一级A等 ， 是当前最高标

准，经处理的污水可达饮用水标准。
白石港水质净化中心项目系株洲

市“一江四港”综合整治工程重点项目
之一， 项目选址于株洲云龙示范区，设
计日处理污水25万吨。目前启动的为一
期工程，日处理污水8万吨。

株洲将建白石港水质净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