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杨哲）近日，有一则消息传遍微信朋友圈
及各种微信群、QQ群，消息称2019年1月1日
起当月年检车辆必须在当月年检或者提前
两个月审验， 取消可推迟一个月审验的规
定，否则处200元罚款，并记3分。今天，长沙
交警部门对外澄清，交警部门未出台2019年
1月1日起实施的车辆年检规定，关于车辆年

检的规定没有变化。
长沙交警部门介绍， 据《机动车登记规

定》 第四十九条规定： 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
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内向登记地车
辆管理所申请检验合格标志。《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车辆逾期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或未
粘贴免检标志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不
存在以前可以推迟一个月年检的规定。 公安

交管部门颁布实施新法律法规， 都会通过正
规渠道进行广泛宣传， 市民不要轻信没有依
据的谣言。

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长沙市
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53万台，逾期未年检车辆
有37万余台， 除去部分事实上已报废但未按
规定办理报废手续的车辆外， 还有大量的未
年检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 交警部门对路面
查获的未年检机动车将暂扣车辆 ，违法驾驶
人将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机动
车连续3个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检验合格标志，
仍上路行驶的，交警部门将依法予以收缴，强
制报废。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
天，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发布了2018消费
数据。据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2018年度，
不论是饿了么APP上的外卖餐饮， 还是口碑
APP上的到店餐饮， 都呈现消费总额大幅上
涨趋势。全国范围内，上海、北京、杭州是全年
本地生活餐饮消费力最高的3个城市，长沙排
名全国第14位。

饿了么数据显示，2018年长沙饿了么订单
数最多的一位用户，全年一共下了1119笔订单。

此外，夜宵俨然已成为2018年长沙市民三餐以
外不可或缺的“第四餐”。饿了么和口碑两个平
台数据显示，长沙位列全国夜宵消费力第15位。
除了夜宵，在2018年，下午茶也深受长沙消费者
欢迎，消费力排名全国12位。这一年，长沙人点
吃煲仔饭频次是全国平均频次的4.1倍，居全国
之首，获封“煲仔饭之都”。

饿了么平台数据显示， 这一年长沙果蔬生
鲜的订单数增幅也很高；送药上门作为2018年
上线的功能，已成为不少市民的首选。

车辆年检又出新规？

长沙交警：车辆年检规定不变
长沙餐饮消费排全国第14位

点吃煲仔饭频次是全国平均频次的4.1倍，居全国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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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岁末年初，寒风雨雪中，湖南零售掀起
一股开店热潮。本土的步步高集团、友阿集
团， 外来的阿里巴巴纷纷在湖南开出超市
和百货店。 这些新店带来了新零售的哪些
创新， 将怎样改变湖南人的购物乃至生活
方式，是否意味着实体零售的回暖？

本土零售 “回归实体 ” ，
电商巨头攻城略地

1月1日，湖南本土零售龙头友阿集团的
转型之作2751YOLO城市广场在长沙开业。
就在年前，2018年12月28日， 电商巨头阿里
巴巴的线下新零售品牌盒马鲜生长沙首店
正式开张。2018年12月22日， 步步高在湖南
更是5店齐开，业态包括超市、百货、家电。

友阿集团、 步步高集团正在“回归实
体”，电商巨头在湖南攻城略地，湖南的实
体零售在这个岁末年初的雨雪中可谓“春
意盎然”。

友阿集团董事长胡子敬认为， 当前互
联网经济已经触到天花板， 而实体经济正
在回暖， 友阿集团继续提出“全面回归百
货”的战略。近年来，友阿股份在积极探索
互联网转型的同时， 实体零售更是稳扎稳
打，在稳固了湖南百货板块后，奥特莱斯业
态从无到有、从省内走向省外，同时发力地
级市购物中心， 旗下友谊商店作为湖南第
一家年销售过20亿元的三湘名店依然稳
保第一， 新年开业的商场更是弥补了时尚

概念商业项目的缺失。
而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在2018年10

月的步步高全球供应链峰会上宣布，2019年
1月1日起回归零售，重新担任步步高商业连
锁股份有限公司CEO， 步步高集团的战略也
将回归到零售业务。下一个5年，步步高零售
板块每年将保持20%的增长。早在2017年底，
步步高旗下进口跨境电商平台“云猴全球购”
宣布关停，步步高开始回归实体。

电商在经过爆发式增长迎来流量瓶颈，
开始转战线下。 盒马鲜生是阿里巴巴对线下
超市完全重构的新零售业态。 盒马鲜生长沙
区域总经理羊永祥介绍， 盒马鲜生目前已经
在全国开店超过100家， 明年将在长沙至少
开出10家店，2020年长沙盒马鲜生店有望达
到30家。

创新发展、双线融合已成零售
主旋律

实体零售与电商巨头发力湖南市场，湖
南零售业在创新转型中呈现出更强的生命
力， 线上线下与物流的相融相通成为不可逆
转的大趋势。

2018年以来，各大零售企业创新动作频
频。

步步高牵手腾讯、京东探索智慧零售。步
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认为， 新零售就是要回
归实体，打通线上。王填确定步步高3年数字
化转型战略，即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通过扫码
购物、店内导航、智能收银、智慧供应链、无人
店技术等应用场景，持续提升门店用户体验。

2018年5月， 步步高长沙红星店作为首个上
线京东到家的步步高门店， 上线首日单量突
破2500单，刷新步步高门店线上销售日订单
量的纪录。 在年前开业的砂之船奥莱作为全
新形象超市店首次亮相湖南，以主题场景+智
慧零售集合模式，引领城市新生活方式。凭借
双线融合的智慧零售基因， 步步高全业态已
实现了线上线下紧密融合。

友阿、通程、王府井、天虹、万家丽等百货
品牌，在新零售时代，都在探索互联网转型，
关注场景与体验的优化。 友阿集团以跨境电
商为突破口成立友阿海外购， 并开设了助推
大众创业的“友阿微店”。2018年，友阿新零售
系统上线，建设数字化营销和大数据分析，实
现全渠道线上线下业务的融合。 新开业的
2751YOLO城市广场将依托友阿数字化平
台，推进传统零售向数字化转型。

盒马鲜生从线上走到线下，消费者可到店
购买，也可以在盒马APP下单。在这里，超市不
再仅仅是个卖场，配送、加工、无人售货等新形
式正改变着人们的购物乃至生活方式。作为新
零售的样板， 盒马鲜生承诺门店附近3公里范
围内，实现零门槛30分钟内免费配送。

长沙市零售商业协会会长李顺认为，从零
售行业的发展之路看，必须充分发挥互联网的
积极作用，转变发展方式，努力开展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以创新形
成新零售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王峰表示，
当前零售行业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 湖南的
各种零售业态创新案例层出不穷， 新零售的
市场非常广阔，未来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邓晓丽 韩珺

2018年12月28日，长沙博物馆新馆开放
三周年年度大展“金辉玉蕴———南京出土宋
明金银器展”开展。展览分为珠摇翠舞、奢雅
器用、吉钱压胜3个单元，120件（套）南京市
博物总馆馆藏的金银玉器精品， 有很大一部
分出自墓主明确的纪年墓葬中。 南京市博物
总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邵磊说，它
们不仅是宋、 明两代工艺美术研究的珍贵实
物资料， 也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王公贵族的
日常生活提供了想象空间。

餐具是银器 宋明两代商品
经济发达

“宋明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金银
器制造业的兴盛。南京作为两宋时期东南地区
的经济重镇、明初京师之所在，经济发达，文化
繁荣，是我国金银玉器生产的重要基地和消费
中心。”邵磊说，本次展览展示的文物代表了当
时我国金银器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准。

金冠、嵌宝石金头面、刻花金钗、刻秋葵
纹六瓣形银盘、银筷、金碗、双耳金杯……进
入展厅，各种金银首饰、餐具闪闪发光。金银
玉器体量较小， 长沙博物馆特意在展柜玻璃
上设计了扇形、圆形等形状的观看口，方便观
众集中视线，独立观察每一件展品。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金银器和人的身份
地位的联系不如汉、唐两代紧密。尤其是在北
宋和南宋的首都， 甚至出现了普及化的倾
向。”邵磊说，有文献明确记载，普通的饭店
中，用来盛放饭菜和酒的用具都是银器，加起
来重达两三百两。

出土于南京江宁将军山沐斌夫人梅氏墓
的一套嵌宝石金头面是本次展览的明星展
品。

明代女子追求插戴满盈不露发的装饰风
格，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簪、钗插戴组合，称之
为头面。沐斌是明朝开国功臣沐英之孙，袭封
黔国公，梅氏是沐斌的侧室夫人。梅氏墓的这
套头面共有6件，形制各异，每件均镶嵌红、蓝
宝石，华美异常。

邵磊说，这样的头饰在明代早期只有册
封为诰命夫人的女子才有资格获得，在出席
皇帝的生日宴等重大场合搭配礼服佩戴。但
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钱
人想追求政治上的地位，很多没有高贵身份
但家庭富裕的女子也穿戴华美的衣服首饰。
由于形成了风气，朝廷也不好责怪。

宋明人富贵不忘高洁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地
区发现了宋、明两代许多名门望族、王公贵族
和开国功臣的家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的
金银玉器。本次展览，明代开国功臣徐达、沐
英家族等的墓葬出土文物都有呈现。

“论数量和质量，经考古发掘的明代开国
功臣的墓葬出土的金银玉器，沐英的沐氏家
族远远超过其他人。在他们的墓葬中，镶嵌宝
石、玉器的黄金饰品尤其多。”邵磊分析，这是
因为明朝初年，朱元璋平定了云南，并将其直
接纳入了国家版图。沐英被派镇守云南，世代
拥有实职。云南周边宝石玉器资源丰富，沐氏
家族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过，在明代，玉带才能反映墓主人的
身份，黄金宝石只能代表比较富有。”邵磊介
绍，宋、明两代，用带板装饰的革带是区分官
员官阶等级的重要标志。玉带是明代官服的
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区分品秩，昭明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金、银、玉材质的器
皿大量进入富庶人家的日常生活中，但是总
体上，人们仍不忘高洁的品德。

宋代以银制器居多，风格柔和含蓄、清丽
自然。明代金器、玉器明显增多，在呈现出后
世富丽堂皇之气的同时，亦兼有前代的清新
古朴之风。

展览中，一对明代的金戒指上刻有“耕读
渔樵图”，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在朝为
官，致仕（退休）后回乡耕田。它反映了明代清
明的社会风气。宋代贵族及富庶人家墓葬中
出土的动物形玉饰琢工细致，造型清雅，注重
写实，充满生活气息和世俗情趣，反映了时人

“君子比德于玉”的价值观和追求恬淡素净的
审美趣味。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蒋晶丽）记者今天从湖南大学获悉，教育
部日前公布了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湖
南大学3项成果获奖。其中，该校的“面向国家
战略的数字化与国际化设计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为湖
南省在此次评选中唯一的一等奖。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每4年评选一
次，设置特等奖2项、一等奖50项、二等奖400项。
此次湖南大学共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1项，二等奖2项。其中，设计艺术学院何人
可教授领衔的教学团队聚焦设计学的内涵、教
学与实践创新方法等问题， 致力于打造面向国
家战略的数字化与国际化设计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探索形成了“面向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的设
计方法与知识体系、 数字化的赋能互动教学方
法与平台， 以文化自信与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的
设计创新能力”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学生的核
心竞争力、社会责任、国际视野和创新创业能力
显著提升，最终获得一等奖。化学化工学院梁志
武教授主持的“以学生为本的化学化工类专业
立体化开放工程实践平台的构建与实践”、工商
管理学院杨智教授主持的“移动互联时代综合
性大学商学院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研究与实践”
分别获得二等奖。

据悉，此次湖南共13项成果获奖（不包
括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其中一等奖1项，二
等奖12项。

新零售，回归与改变 � � � �“金辉玉蕴———南京出土宋明金银器展”开展，展现
王公贵族日常生活———

金玉满堂，不忘高洁

文化视点

湖南大学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水下封堵作业
大图：1月2日，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现场，潜水员在进行围堰水下钢板桩止水作业。该项目（一期）工程位于湘江

长沙市东岸主城区段(杜甫江阁-银盆岭大桥)，全长约5.1公里，全线有6个潜水班组共18名潜水员在河道围堰施工中进行水下工作。他们需要
完成水下钢板桩止水、沙包码砌、围楞安装、精轧螺纹钢对穿，以及其他水底人工勘测、摸排等工作。

小图：刚进行完水下止水作业的潜水员阳霞光。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