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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王新宇

12月28日， 长沙海关发布相关统计
数据： 今年前11个月， 湖南销往海外的
汽车达到28349辆， 同比增长78.2%； 出
口总值35.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8.3%。
但让人忧虑的是， 前11月， 我省汽车出
口平均价格同比下跌了三成多， 平均每
辆车卖124547元。

湖南车企纷纷出海拓市
据省经信委透露， 目前， 我省拥有

整车生产企业51家， 年生产、 改装汽车
能力达200万辆， 产品涵盖轿车、 载货
车、 越野车等8大类别， 在国内车市增速
放缓的背景下， 我省车企纷纷走上出海
拓市之路。

今年1至11月， 全省货车出口12833
辆， 同比增加72.4%， 占全省汽车出口总
量的45.3%， 是我省出口最多的车型； 小
轿车出口12252辆， 同比增长1.1倍， 是我
省出口增长最快的车型。 此外， 比较高
端的四轮驱动型越野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了18.9%。
远销海外的湘车中， 27511辆以一

般贸易方式出口， 同比增长 78.9% ，
出口额 25.6亿元， 同比增长 15.2% 。
96.1%的出口湘车由民企制造， 外商
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汽车总数才
1095辆。

湘车出口还将继续增长
统计显示， 我省今年出口的汽车主

要销往越南、 斯里兰卡、 沙特阿拉伯、
缅甸、 乌拉圭等发展中国家。 其中， 对
越南出口汽车7898辆， 同比增长1.5倍，
占全省汽车出口总量的27.9%； 对斯里
兰卡出口汽车4645辆， 占全省汽车出口
总量16.4%。

“湖南汽车主要出口国大多数属于
‘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 长沙海关
表示， 据业内分析， 这些国家汽车消费
潜力巨大， 以东盟为例， 该地区到2019
年对汽车的需求将达到471万辆， 成为
全球第五大汽车市场。

因此， 长沙海关判断， 未来湘车出
口有望继续增长。

创新力度亟待加大
在实现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快速增长的

同时， 我省汽车对欧美地区出口成绩惨淡。
1至11月， 全省对美国出口汽车仅4辆， 同
比下降80%； 对欧洲发达国家出口的全部
汽车仅15辆。

“欧美地区消费者换车频率很高， 市
场潜力十分可观。” 长沙海关认为， 由于欧
美汽车市场成熟且准入标准高， 湖南制造
的汽车要真正实现国际化， 就必须进入这
两大市场。

而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于， 前11月， 我
省汽车出口平均价格同比下跌了三成多， 平
均每辆车才卖124547元， 出口的汽车集中于
中低端车， 仍在凭借低价优势抢滩中低档市
场份额， 因此研发技术不高， 品质与设计竞
争力不足。

“现在， 外国货币贬值、 海外市场价
格竞争严重， 汽车凭价格占据的优势会越
来越不明显。” 长沙海关提出， 湖南汽车亟
待以骨干企业为龙头， 促进集群化发展，
以加强车企竞争力； 亟待加大创新力度，
加快技术性升级， 以提高产业竞争力。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
者 谢璐 通讯员 赵娟） 今天中
午12时28分， 长沙地铁2号线西
延线正式对外售票， 投入试运
营。

作为长沙市地铁网络东西
向核心骨干线路2号线一期工
程的延长线，2号线西延线也是
我省第二个开通载客的地铁项
目。线路起于2号线一期工程的
终点站望城坡站， 向西引入梅

溪湖片区，长约4.449公里，设4
站4区间，全为地下线，4站分别
为梅溪湖东站、文化艺术中心
站、麓云路站、梅溪湖西站。该
线路开通后，2号线总长度延
伸为26.579公里，从始发站光
达站到末站梅溪湖西站，需52
分钟。

西延线的拉通， 让市民也
更加关心其他地铁线的建设情
况。“目前，1号线已经实现全线

‘轨通’， 下个月将实现全线车
通， 全线的车站也正在抓紧装
修施工， 力争明年年中实现试
运营。”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彭旭峰表示，“明
年还将在3、4、5号线的基础上
争取年底开工建设6号线，路线
预计是从机场方向， 沿人民路
西行进城， 再经由湘雅路过江
到河西， 具体线位要经论证再
确定。”

湘车出口：销量攀高 喜中有忧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载客试运营
从光达站零换乘直达梅溪湖，全程票价6元，时长52分钟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陈永刚
通讯员 赵娟

“走喽！去梅溪湖玩儿咯！”
12月28日中午， 市民吴新华带
上妻子、女儿，一家三口高高兴
兴地坐上了长沙地铁2号线西
延线的首发列车。

当日12时28分， 作为我省
第二个开通载客的地铁项目，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经过近3
个月试运行， 在广大市民的期
盼下，正式对外售票。

从此， 长沙市民只要坐上
地铁， 便可零换乘直达梅溪湖
景区， 梅溪湖的花与灯不再遥
远。

延伸的不仅是线
路，更是技术与服务

12月28日中午， 记者来到
地铁2号线西延线的梅溪湖东
站，体验新线路、新列车。

地面进站口， 浅灰色大理
石与浅绿色玻璃组成流线型建
筑，宛如疾驰的列车头，富有现
代气息。进站，楼梯扶手均采用
高低双层设计， 可兼顾成人与
小孩使用； 站内截水沟盖板为
穿细椭圆孔不锈钢板， 高跟鞋
的鞋跟不会陷入。

车厢里有梅、兰、竹、菊水
墨画与王安石等名家的古诗
词，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许多细
节设计很人性化。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彭旭峰介绍， 地铁
列车车体每辆减重500千克，整
列减重3吨， 运行更加节能环
保；车厢采用双层地板、双层橡
胶条车门， 较大幅度减弱了运
行时的噪音，乘坐更为舒适；此
外，无障碍卫生间、盲道系统、
宽闸机等人性化设施给予乘客
更多方便。

发车频率、票价与
原2号线保持一致

对于市民关心的票价、发
车频率等问题， 长沙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晓明
给出解答：“2号线整条线路的
发车频率、票价采用统一标准。
票价按照‘递远递减’原则，起
步价2元，6公里范围内不加钱，
6到16公里范围内每5公里增加
1元，16到30公里范围内每7公
里增加1元，30公里以上每9公
里增加1元。 以前全程票价为5
元，现在由于里程数增加了，全
程票价为6元。 和以前一样，使
用公交IC卡享受9折优惠。”

而发车频率仍然是平峰期
每6分10秒一趟， 高峰期每5分
50秒一趟， 每日工作人员会根
据客流量灵活调整。

西延线的每一站
都是景点

“2号线西延线由东往西

有梅溪湖东站、 文化艺术中
心站、麓云路站、梅溪湖西站
4个站，每一站都是景点。”梅
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王刚介绍， 从梅溪湖
东站出来， 步行10分钟可到
节庆岛。 岛上覆盖着大片草
坪与时令花圃， 四季变换着
不同色彩的花海， 附近水面
上还有目前亚洲最长的灯光
音乐喷泉， 十分适合举行露
天party、婚庆等活动；从文化
艺术中心站出来， 便可见到
正在施工中的梅溪湖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 ， 预计于 2016年
底建成运营， 届时可来此欣
赏各类大型歌剧、舞剧、交响
乐、戏曲、话剧、展览等；从麓
云路站出来， 步行15分钟可
到梅澜坊商业街， 这是长沙
市唯一临湖风情商业街 ，吃
喝玩乐购可一站体验； 从梅
溪湖西站出来， 步行10分钟
便可看到被美国媒体CNN评
选为“世界最性感建筑”的中
国结步行桥， 也可到银杏公
园享受大自然的美丽， 还可
坐上牡丹舸摩天轮俯瞰梅溪
湖全景。

据了解，2016年湖南湘江
新区梅溪湖国际灯光节将于2
月份举行， 其主会场离梅溪湖
西站只有10分钟的步行距离。
届时市民去梅溪湖赏灯、 赏花
就十分方便了。

坐上地铁，看梅溪湖的花与灯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欧阳倩 周为）
今天，长沙滨江文化园正式亮相。园区内的
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同步开馆，与之前已
经开馆的规划馆一起免费向市民开放。

长沙滨江文化园坐落于新河三角洲，
园区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包括博物
馆、图书馆、规划馆和音乐厅等四大核心
场馆，拥有景观塔、中心文化广场，亲水码
头等文化活动展示平台。整个园区建筑造
型有如由河流冲击出来的沙堆砾石一般，
从大地之间崛起， 以倔强不息的姿态，屹
立于湘江和浏阳河的汇合处。

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委书

记、局长杨长江介绍，目前，以滨江文化园
“三馆一厅”为龙头、以国家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试点为引领的长沙市文化建
设已全面升级。长沙将按照“省会地标、长
沙客厅、文化圣殿、百姓乐园”的目标，把
滨江文化园打造成具有国际品质和湖湘
文化标识的代表性窗口。

随着长沙滨江文化园的开放，将有一

系列雅俗共赏的文化活动等着市民参与：
今晚8时，世界著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携
以色列爱乐乐团在长沙音乐厅进行首演；
博物馆举办的湖南名人书法展、精品文物
展，免费向市民开放；长沙图书馆现有藏
书100万册，每天可接待读者7000余人次，
其举办的“湘江此去·文脉”特展也在等着
市民前去欣赏。

� � � � 12月28日中午，市民代表体验乘坐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线试运营的首趟列车。
湖南日报记者田超 摄

长沙滨江文化园开园
包括“三馆一厅”，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

省会崛起文化新地标

� � �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曹辉 蒋睿 王
双全）“三餐人永寿，一滴味无穷。”这是清
代大学者何绍基对湘潭龙牌酱油的褒奖。
今天， 在龙牌酱油荣获巴拿马奖100周年
纪念活动暨龙牌食品股份重组签约仪式
上，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湘潭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龙牌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双手紧握。这标志
着，湘潭市首例由两家国资入股民资的混
合制经济体由此诞生。

龙牌酱油是湘潭市传统特产之一，始
产于1740年，1915年曾获“巴拿马国际食品

博览会金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龙牌酱
业面临发展困境。为此，湘潭市委、市政府
积极推动龙牌酱油转型升级。龙牌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湘潭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了多次交流，达成了合作协议。

据了解，该项目将由湖南省轻工盐业

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注资1亿元， 由湘潭产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资3500万元，组建
成立由国资控股的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形成国资入股民资的混合制经济体。
该项目的成功签约， 对盘活龙牌资产、整
合有效资源，促进湘潭食品大产业的形成
具有重要意义。

国资入股民资激活“老字号”
上亿资本助力“龙牌酱油”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