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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事件】
2001年8月26日，省委省政府在湘潭召

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工作会议， 提出加快
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 打造区域经济核
心增长极。 这是湖南迈入新世纪调整经济
结构、发展区域经济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
头一年， 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建设湘江生
态经济带， 促进长株潭三市相向地区的快
速发展。

【亲历】
长沙、株洲、湘潭，在改革开放40年风

雨历程中日益紧密相携， 已然成为湖南发
展的“经济引擎”“核心增长极”。如何让三
座城市逐渐融为一体， 长株潭一体化首倡
者，今年90岁高龄的湖南省社科院原副院
长、 经济学家张萍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
“2001年召开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工作会
议， 是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会
议。”回忆往昔，张萍记住了那次会议上确
定的三件大事。

早在1982年，张萍就把“长株潭经济
区” 以提案的形式在湖南省政协六届四次
会议上提出，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自此受到
重视。然而，由于社会认识不一致，长株潭
一体化一度停滞了下来，直到1997年重新
启动。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2000年明确
建设湘江生态经济带， 长株潭一体化进程
加快。

“资金、规划和交通，没有这三样，长
株潭一体化很难进行下去。” 张萍说，在
2001年8月26日召开的长株潭经济一体
化工作会议上， 这三大问题都有了解决

方案， 长株潭一体化由此走上了快速发
展的道路。“我们是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
开始了长株潭一体化的建设。” 张萍说，
当年， 湖南省计划委员会通过与世界银
行专家组就项目融资的重点领域基本达
成共识， 湘江生态经济带、 岳麓山大学
城、 水环境综合治理和长沙市棚户区改
造等四大类项目进入了可为世行等国际
金融组织共享的重点项目库， 而长株潭
城市群沿江建设工程项目则是国家计委
和财政部向世行总部递交了正式清单，
可落实2亿美元额度贷款计划。

在规划方面，相关部门开始编制湘江
生态经济带和岳麓山大学城概念性规
划，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
规划，“一带一城” 成为了长株潭一体化
的桥梁和纽带。

交通是长株潭一体化能否建设成功
的一个关键，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
了要在三市之间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当
时我们的认识很一致， 长株潭有必要也
有条件发展城市轨道交通。” 张萍说，当
时大家都认为发展长株潭城市轨道交
通，不仅可以加快三市经济一体化进程，
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湖南在城市轨道交通
设备制造方面的技术和生产优势， 培育
壮大一个产业。

岁月如白驹过隙， 当年画下的蓝图已
经一步步变为了现实。2009年， 长株潭三
市固定电话成功升位并网， 在全国首开先
河，实现通信一体化。次年，长株潭城际铁
路开工建设。湘江风光带、岳麓山大学城早
已成为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的城市地标，
而张萍依然笔耕不辍， 继续为长株潭一体
化建设建言献策， 三市在改革的浪潮中仍
将继续融合发展。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历程

2001年①：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工作会议召开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米久芳

“老叔， 一点小意思， 祝贺您乔迁新
居。” 10月3日中午， 在辰溪县黄溪口镇
芙蓉村村民米长跃家中， 侄媳李小菊第二
次将一个红包塞给他。

“怎么能这样呢？ 事前不是说了不收
人情吗？” 米长跃再次拒绝红包， 并在堂
屋里再次“声明”： “此次搬新居， 亲戚
们来祝贺， 我请大家吃顿便饭， 事前已讲
明不收人情。 一来我是发自内心不想收人
情； 二是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移风易俗，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

米长跃今年60岁， 建新居将家里积
蓄基本耗完。 有村民向他建议， 借乔迁之
际办个酒宴、 收笔人情， 你不办别人要
办， 只出不进要吃亏。

辰溪县黄溪口片区六乡一镇系瑶汉杂

居区， 民俗独特。 特别是在办喜宴方面，
必大操大办。 近年还兴起了小孩1岁与10
岁、 中年36岁、 老人逢五办生日宴， 升
学、 参军也办， 搞得群众颇有怨言， 但又
不得不跟， 因而形成了你办我办大家办的
陋习。

为整治大操大办这股不良风气， 今
年初 ， 辰溪县纪委牵头县文明办等单
位， 开展专项整治， 倡导红白喜事节俭
办， 乔迁、 升学、 参军、 生日等不办，
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还签订了承诺书。
同时， 全县270多个村修订了村规民约，
村村成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 倡导文明
新风。

作为党员， 米长跃参与了芙蓉村村规
民约的修订， 签订了承诺书。 他觉得作为
党员要带头信守承诺， 于是与妻子商量，
在搬迁新居时， 对来家里祝贺的亲戚一律
不收礼， 只安排吃顿便饭。

吃个便饭迁新居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 （记者 周倜 ）
2018赛季中乙联赛排位赛首轮较量今日
打响。 坐镇主场的湖南湘涛华莱队遭遇逆
转，以1比3不敌宁夏山屿海队。

本赛季无缘“冲甲”的湘涛华莱，带着
南区第五的战绩进入排位赛， 迎来北区第
五名宁夏山屿海队的挑战。按照联赛规程，
双方将通过两回合较量， 争夺联赛年度第
九名。

本场比赛，意在“练兵”的湘涛华莱主
帅孙卫对首发阵容做出调
整。 此前预赛阶段上场机
会不多的东航、周琛崴、姚
玺龙、 刘沛林等年轻球员
出现在首发名单， 主力射
手庄佳杰、 阮杨等人依然
在列。

比赛开始后， 湘涛华
莱队频频获得机会， 终于
在第31分钟迎来突破，凭
借于天竹、 刘沛林的完美
配合， 接过皮球的阮杨一
蹴而就铲射入网， 帮助球
队先下一城。 但宁夏山屿
海很快还以颜色———第
45分钟，湘涛华莱球员姚

玺龙禁区内造成犯规， 宁夏山屿海一记漂
亮的点球入网，双方再次回到同一起跑线。

易边再战， 宁夏山屿海吹响“反击号
角”。第54分钟，利用湘涛华莱门将东航身后
的“空位”，叶国琛一记头球攻门将比分完成
反超。此后，苦苦寻找机会的湘涛华莱未见
突破， 反被对手在补时阶段再次攻入一球。
最终，驻守主场的湘涛华莱队以1比3告负。

双方次回合较量将于10月13日打响，
湘涛华莱队将移师银川作战。

2018中乙联赛排位赛首轮
湘涛1比3不敌宁夏山屿海

� � � � 湖南日报10月6日讯（记者 王茜）金秋
送爽，丹桂飘香。今天，“好棋杯”全国国际象
棋棋协大师赛在长沙落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
996名棋手，经过连续3天的激烈角逐，诞生
了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和一至六级棋士。

据小兵国际象棋俱乐部董事长杨旭辉
介绍， 作为全球流行范围最广泛的智力运

动项目， 国际象棋近年来在中国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全国已有近千万的爱好者，长
沙的爱好者也有2万余人。

据悉， 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已连
续举办了三届， 本次大赛由中国国际象棋
棋协主办，湖南省棋类协会、小兵国际象棋
俱乐部承办。

千人长沙角逐国际象棋棋协大师

� � � �据新华社香港10月6日电 高铁香港西
九龙站口岸5日出入境旅客总数突破8万人
次， 再次刷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以来的
单日客流纪录。

据设于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的西九龙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西九龙边检站）统计，该边
检站5日共查验旅客约8.18万人次，其中由内
地出境赴香港方向近3.9万人次，由香港入境
赴内地方向超过4.2万人次。

西九龙边检站介绍，5日的客流呈现“三重
叠加”特点：一是部分广东省内居民利用高铁
到香港购物并当天往返；二是随着国庆长假接
近尾声，部分赴港澳台、东南亚和东亚等地的
内地游客经西九龙站口岸返回内地； 三是5日
连接周末，大批香港居民趁秋高气爽，前往内
地短途旅游。三重客流导致西九龙站口岸入境

客流赴内地从下午1时开始逐渐增加。
据统计， 继10月1日西九龙站口岸客流

刷新9月23日高铁香港段开通首日纪录以
来， 国庆长假期间该口岸客流持续保持在每
天7.6万人次以上。6日，西九龙站口岸出现大
批香港居民入境赴内地游玩和内地居民返程
的双重叠加客流高峰，截至下午6时共查验出
入境旅客约5.72万人次。

为做好口岸高峰客流疏导工作， 西九龙
边检站结合高铁列车时刻表， 提前研判客流
高峰，全力做好旅客查验和现场疏导工作，口
岸通关安全平稳有序。

西九龙边检站持续优化服务举措， 推广
“长者优先通道”并开足特别通道，加强与高
铁香港段运营方港铁公司的沟通协作， 为出
入境旅客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 � � � 据新华社土耳其阿克萨赖10月5日
电 （记者 秦彦洋 施春 ）记者从中国驻
土耳其大使馆和土耳其医院方面了解
到， 中土双方正采取措施全力救治4日
在土耳其中部阿克萨赖省一起车祸中
受伤的中国游客。

一辆载有4名中国游客的汽车4日
在阿克萨赖省发生车祸，造成中国游客
1人死亡、3人受伤。 伤者被送往当地医
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3名受伤中国游客中有1人
伤势严重， 尚未脱离生命危险。5日中
午，这名重伤者伤势加重，中国大使馆
立即与土耳其卫生部等部门协调，土耳
其军方医院派出直升机将其送往首都
安卡拉的医院抢救。另两名受伤中国游
客没有生命危险，一人被转至相邻的科
尼亚市接受手术，另一人留在阿克萨赖
省国立医院接受观察治疗。

事故发生后， 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郁
红阳及使馆工作人员赶赴医院看望伤
者，协调救治事宜。土耳其方面也采取措
施全力救治受伤中国游客。

中国游客土耳其遇车祸

中土双方全力救治

下期奖池：6498990134.83（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72 0 7 8
排列 5 18272 0 7 8 0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117 07 11 13 22 29 03+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8

2

6746812 53974496

80961744048087

� � � � 10月5日，土耳其医护人员用直升机运送受伤的中国游客。 新华社发

印尼开始
灾区重建工作
据新华社雅加达10月6日电 印度尼西

亚地震和海啸重灾区中苏拉威西省的搜救工
作5日渐趋尾声。随着灾区电力、通信和交通
设施逐渐修复， 灾区社会秩序和经济活动正
在恢复。

印尼副总统、 本次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
总指挥卡拉4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帕卢市视
察。卡拉说，对于住在临时安置点和避难所的
灾民，政府保证将会在2至6个月内将灾民全
部转移到临时安置房内。此后，政府会给失去
房屋的百姓修建新房并完成搬迁， 整个过程
预计持续两年。

目前， 印尼公共工程和住房部已启动灾
区的清理工作。 十多辆重型挖掘机械和卡车
进入帕卢市清理道路、海滩和建筑物废墟。预
计整个城市的清理工作将在两周内完成。

新华社记者 胡晓明

为期两天的印俄第19次领导人年度峰会
5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落下帷幕。 峰会期间，
印俄正式签署价值50多亿美元的S-400型防
空导弹系统采购协议。此外，两国还同意在能
源、航天、经贸等领域加强合作。

分析人士认为，印度不顾美国反对，与俄罗
斯签署导弹采购协议， 展现了其在外交政策上
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 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
出发， 印度将继续推行在美俄之间寻求平衡的
外交策略。

印俄加强多领域合作
印俄领导人峰会是两国最高级别的会

谈，始于2000年，在两国轮流举行。
此次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印俄双

方重申保持特惠战略伙伴关系，认为这种关系
“对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印度总理莫迪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
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印俄双边关系变得
更加重要。此次峰会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指
明了新的方向”。

印俄不顾美国警告签署S-400型防空导弹
系统采购协议是此次峰会的最大看点。 根据协
议， 印度将从俄罗斯购买价值54.3亿美元的防
空导弹系统，并将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交付。

在俄总统普京访问印度前， 美国警告说，
俄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是美国制裁的“重点
领域”，美国不排除将根据《以制裁反击美国敌
人法案》对印度进行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称：“我们敦促所有盟友和合作伙伴放弃与俄
罗斯的交易，因为这些交易将引发制裁。”

除国防领域外， 印俄还同意在能源等多
个领域加强合作。 双方正在研究修建一条从
俄罗斯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的可行性， 并鼓
励印度企业到俄罗斯联合开采石油。 印度近
年来大幅增加了在俄能源领域的投资， 俄罗
斯已成为印度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国。

根据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俄还将在
载人航天领域与印度采取联合行动， 帮助印
度完成其首个载人航天任务， 并为印度培训
宇航员。

在经贸领域， 双方表示今年将在俄罗斯
举行第一次战略经济对话会， 到2025年将双
边投资额增加到300亿美元。

印度将继续进口伊朗原油
一名石油行业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预计

印度方面11月将从伊朗进口125万吨原油，即
大约900万桶。

按照这名消息人士的说法， 印度石油公司
将购买600万桶伊朗原油，印度门格洛尔炼油和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将进口300万桶。

分析人士预测， 印度10月从伊朗进口原
油将达1000万桶，11月的进口量可能下降。

印度是伊朗原油第二大进口国。 针对美
方制裁， 印度外交部长苏什玛·斯瓦拉杰5月
28日说，印方只遵守联合国制裁决议，而非其
他国家施加的单边制裁。

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就
制裁伊朗，“欧洲这次没有与美国站在一起”，

印方正考虑经由“欧洲渠道”与伊方交易；第
一名消息人士说，印方考虑使用印度卢比、而
非美元结算。

在美俄间找平衡
分析人士认为， 普京此次访问是印美两

国在新德里举行首次由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
的“2＋2”对话会后不久进行的，体现了印度
在美俄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策略。

印度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阿肖克·萨詹
哈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印俄关
系经受了时间考验， 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
支柱。 他说， 尽管印美关系近来“发展得很
好”，但印俄关系仍然非常重要。印度希望能
够从美国和俄罗斯自由地购买国防装备，并
希望美国能够对印度从俄罗斯购买S-400型
防空导弹系统给予制裁豁免。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瓦
兰·辛格认为，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非常重要，
因为两国都面临着重大挑战。他指出，印度外
交以“战略自主”为中心原则，将继续努力在
所有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俄罗斯一直是印在
国防、 空间和核技术等敏感领域最可靠的合
作伙伴。即使在今天，印度仍有超过65%的国
防装备来自苏联和俄罗斯。

印俄两国在此次峰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
题为“印俄：变化世界中的持久伙伴关系”。不
过，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地缘政治环境急剧变
化的背景下， 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否牢固到
足以抵挡国际风云变幻， 这对双方都是一个
考验。 （据新华社新德里10月6日电）

不顾美国阻挠 印俄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新华社记者 陈刚 潘晔

国庆黄金周已出炉的一些消费数据显
示，更讲品质、更重体验、更有个性，正成为消
费升级新趋向。

这个假期，各地品质高、口碑好的老字号
吸引了众多游客。在江苏扬州，冶春、富春等
老字号茶社每天接待近8000人， 创下近两年
国庆黄金周新高， 不少茶社都延长了经营时
间，并在等候区安排了地方特色的戏曲、民俗
活动。

据外卖平台饿了么的数据， 高档外卖商
品国庆期间也有增长，国庆假期前3天饿了么
平台的大闸蟹订单同比增长16.8%，葡萄酒同
比增长58.9%。

如今，通过各类新零售平台，以前只在高
级餐厅出现的澳洲龙虾、北海道雪蟹等，也以
更实惠的价格“飞进寻常百姓家”。

家电消费也有新动向。 据苏宁易购的数
据，国庆假期，大量购买力转向大屏彩电、洗
干一体机等“新大件”，如70吋及以上的电视
销量同比增长517%， 净水器和马桶盖洁身器
也受到热捧，分别同比增长130%和86%。

进口商品网购平台天猫国际的数据显
示， 长假前3天的成交量比去年同期翻了
一番。

船坞码头、黄包车、南京路老路牌……走
进上海的老上海风情街“1192弄”，宛如来到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上海。 这个餐饮体验休
闲区的热闹， 是国人更注重假日旅游休闲体
验的一个侧影。

携程旅游网发布的“国庆旅游消费升级
报告” 显示， 游客更愿意把钱花在体验上。5
钻、私家团、定制游、当地向导等一系列升级
型新产品成为“网红”。

在江苏多地，底蕴深厚的文物展、花香四

溢的音乐节等成为度假休闲的宠儿， 各地体
验较好的农家乐、民宿也呈爆满状态。南京一
家新零售智慧门店的店员介绍，由于VR试衣
镜带来的体验感和高效率，“销量比平时翻了
一番。”

80后、90后对于个性化和时尚的追求，日
益引领消费风向。“是不是大牌不重要， 适合
自己，只要自己喜欢就好。”一家品牌集合店
的销售人员说，国庆期间，一些年轻国内设计
师品牌，越来越多的小众化品牌、体现个性情
感因素的产品受到追捧。

运动相机、降噪耳机、无人机等成为新的
“旅行神器”。 苏宁易购节前发布的国庆出行
消费大数据报告显示， 游客已不再满足于拍
摄简单的花草风景， 航拍无人机销量同比增
长280%；可随身携带的翻译器也成为出境游
新宠，销量同比增长1107%。

（新华社南京10月6日电）

更讲品质 更重体验 更有个性
———数据里的黄金周消费升级趋向

突破8万人次
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口岸5日客流量再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