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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罗毅 严万达
蒋茜 黄柳英）十一临近，永州节日气氛浓烈，
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喜悦与祝福。

9月25日晚，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暨2019年迎新晚会还没开场，
台上台下的拉歌已经响彻云霄。 几千面五星
红旗一起挥舞，几千个稚嫩的、浑厚的、苍老
的声音， 汇成当晚最响亮的声音：“今天是你

的生日，我的中国!”
9月27日，零陵古城，鲜艳的国旗迎风招

展，大红的灯笼喜庆靓丽。零陵古城店主唐辉
龙告诉记者， 他把店里的背景音乐也换成了
《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 等爱国歌曲。
据悉，零陵区在主要街道和公园悬挂了1万余
面国旗，喜迎国庆。

国庆期间， 蓝山县近百个重点项目工地

实行节日不停工，全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用
实干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在新田县，“我和我的祖国” 民间艺术作
品展吸引了众多市民观展。 该县从民间艺术
家协会会员作品中， 精心挑选出1000余件书
法、根雕、绘画等作品，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
来新田取得的巨大变化和弥足珍贵的红色故
事。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罗江帆）波澜壮阔七十年，扬帆起
航新征程。今天，我省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企情 祖国颂”歌咏汇演，来自
省属国企的干部职工用自编自导的文艺节
目，歌颂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唱出湖南国企
精气神。

70年改革奋进，湖南国资国企书写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华章， 国企实力和竞争力
明显提升。至今年8月底，省属监管企业资
产规模达11938亿元， 今年1至8月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3125亿元，实现利润126亿元，
上缴税收125亿元。

歌咏汇演在音诗画《我的祖国》中拉
开帷幕。整场表演以祖国颂为主题，分为
礼赞新中国、奋斗铸辉煌、筑梦新时代三
个篇章，汇演以合唱、歌舞、情景表演唱
等形式，内容丰富多彩，激昂奋进，展示
了湖南国企披荆斩棘、 奋力前行的新风
貌。

演出期间，我省第一届“国企楷模”集
体走上舞台，接受鲜花与掌声致敬。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
员 华夏）“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
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爱
国爱家，相守一生，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今
天，一场别开生面的国潮集体婚礼在长沙橘
子洲头浪漫上演，70对新人在湘江母亲河的
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

梁方直和邹灵玥是两位相识在哈尔滨
的湖南年轻人，在一起没多久，两人就面临着
异地恋。梁方直比邹灵玥早一年毕业，回到长
沙继续读研， 邹灵玥一年后远赴英国读书。两
人的爱情并没有因为距离而消减。经过两年相
恋，今年9月，两人终于在长沙相聚。

此次参加湖南省国潮集体婚礼公益活
动， 是梁方直和邹灵玥第一时间下的决定。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作为新时代年轻
人，这样一场国潮婚礼不仅将给自己留下珍
藏一生的美好记忆，也会让自己更加深刻地
懂得应该如何去爱国、爱家。”

湖南省国潮集体婚礼公益活动由省民
政厅、湖南广播电视台指导，湖南交通频道、
省婚嫁行业协会联合发起主办。现场，著名
文化学者、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杨雨讲述了古典诗词里的美好爱情，民俗
专家阎晋修老师为70对新人宣读《家风第一
课》。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金艳

9月25日傍晚， 永兴县悦来镇尹家村文
化礼堂灯火通明。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该村自导自演的“2019迎国庆文艺晚会”
正进行彩排。舞台上，一群妇女手执丝绸长
扇， 踏着优美动人的旋律, 翩翩起舞。 舞台
下，欲先睹为快的村民挤满礼堂，现场一片

欢声笑语。
“村里为筹备这场迎国庆村晚，精心排练

20多个极富观赏性的节目。”村党支部书记尹
红平说。尹家村是省级贫困村。近年来通过持
续攻坚，村里摘掉了贫困帽，村民们过上了好
日子，大家都想通过晚会的形式，歌颂党和祖
国。

永州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我省举行
“国企情 祖国颂”歌咏汇演
省属国企1至8月实现营收3125亿元、利润126亿元

橘子洲头上演集体婚礼，70对新人许下承诺———

爱国爱家 相守一生

尹家村：备战村晚迎国庆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易果

首八峒，三面环山，一面环水，仿若世
外桃源。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自古就
是一座灵性的山水之城。 生长于斯的酉水
船工们聚拢商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
国欢庆，土家儿女也要酉水泛舟歌唱祖国，
以别样情怀，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9月25日，碗米坡镇首八峒村，酉水河
畔。28艘客运船舶有序排列，浩浩荡荡从土

家族发源地首八峒八部大王庙出发， 每艘
船上都悬挂国旗、红花、彩带，迎风飘扬。标
有“祖国万岁”的一号船只作为牵引船，两
艘巡逻艇左右护航紧随。 船舶编队在酉水
峡谷间穿行， 两岸青山辉映， 步步都是景
观。

保靖县本土歌手石腊香、 向海、 陈柯
帆、刘文斌等站立船头，与船上海事工作人
员，一同演唱《我和我的祖国》《我就爱上酉
水河》等歌曲，大家精神饱满，用嘹亮的歌
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土家儿女酉水泛舟歌唱祖国

� � � � 9月28日，70对新人在长沙市橘子洲景区举办集体婚礼，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要 闻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刘灵宁) 维护国庆期间市场秩序， 确保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9月28日，记者从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 该局在全省范围着力加强
国庆期间市场监管， 把日常监管与专项整治

结合起来，确保安全监管有力有效。
省市场监管局要求， 市场监管部门要切

实加强节前安全检查工作， 确保国庆期间市
场监管领域安全稳定。市县(区)两级市场监管
部门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加强

对食品安全、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价格
监管等方面的监管力度， 有效排查和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营
造安全祥和的节日氛围。

28日， 省市场监管局督察组到湖南西湖
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沃尔玛(湖南)商业零售有
限公司长沙劳动东路山姆会员商店、 长沙市
雨花区高桥市场监管所，检查了食品安全、重
点工业产品、价格监管等方面工作，要求严防
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莫春桥）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又添新航线。 南方航空湖南分公司日前发
布消息称，将于10月27日开通首条湖南直
飞我国澳门地区航线。

为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积极构建长
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特开通长沙直飞
澳门航线。 该航线由空客A320机型执飞，
每天一班。去程，每天20时20分从长沙起
飞，21时55分抵达澳门；回程，每天23时从

澳门起飞，次日零时35分抵达长沙。
今年来，我省加快构建“四小时航空经

济圈”， 目前长沙已通航圈内14个国家和
地区：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东亚的日本、
韩国，以及泰国、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
文莱等东盟10国。

记者从省机场管理集团了解到， 今年
还将力争开通长沙直飞尼泊尔加德满都、
朝鲜平壤航线。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黄利飞）
湖南省地质博物馆（以下简称“省地博”）
“探寻红宝藏，献礼新时代———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展” 今天开展。70
件珍贵美丽的红色矿晶及宝石集中亮相，
绝大多数展品是首次公开展出。

特展位于省地博二楼， 以“探寻红宝
藏、献礼新时代”为主题，分《走近红色宝
藏》《探见红色新星》《鉴赏红色家族》《开启
红色盛典》4个篇章； 展品包括中国顶级红
色萤石，红珊瑚、红绿宝石、粉红色方解石、
鸡血玉、铬铅矿、红碧玺6种观赏性强的红
色矿物标本，以及来自美国、日本、阿根廷
的菱锰矿等。

记者看到，在湖南矿晶展区独立展
柜中， 今年8月底在内蒙古赤峰市发现
的顶级红色萤石，错落有致地生长在深
绿色水晶簇之上，流光溢彩 ，引得不少
观众驻足观看 。 这次展出是其博物馆
“首秀”。

省地博还同时举行“国庆70周年红色
系列宝石、矿晶文化节”，首次展出世界级
红色八面体萤石标本，展销红色系列宝石、
各类宝石裸石及首饰成品。

省地博始建于1958年，是国内历史最
悠久的地质博物馆之一， 也是湖南唯一的
省级自然科学类博物馆， 馆藏品达2万余
件，展示面积7800平方米。

强监管 保安全 护民生

加强国庆期间食品安全整治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9月26日，长沙银行迎来A股上市一周年，
资产规模逼近6000亿元， 也是我省首家上市
银行和最大的法人金融企业， 服务覆盖了全
省73%的县域。

插上资本市场的翅膀、 更好地服务实体
经济。长沙银行董事长朱玉国9月26日在接受
本报专访时表示：“我们有三大定位， 做地方
发展的子弟兵银行、做最懂产业的专业银行、
做小微企业的伙伴银行。 而做最懂产业的专
业银行，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布局全省，服务产业。长沙银行坚持这样
做，朱玉国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考虑。

“政策有要求”。中央今年提出大力推进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是希望金融能够
脱虚向实、回归本源，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和意愿， 有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新兴产业发展。

“产业有需求”。基于产业出发的产业金
融，有两方面是银行比较欠缺的。一是对产业
的全面认知和深入理解， 实质是专业能力不

足； 二是对上下游企业信息的有效掌控和运
用，实质是信息不对称。相比而言，海尔、格
力、三一等具有庞大产业链条的企业，依靠自
身优势“跨界”金融领域，做得比银行更专业、
更出色。因此，契合企业的金融需求，不能简
单认为就是提供贷款， 应该是围绕产业提供
链式的综合金融服务。

“自身有追求”。消费互联网时代，蚂蚁金
服、腾讯金融等互联网巨头大放异彩，而大部
分银行是“落寞”的。如今产业互联网时代已
然来临， 对银行来说是一个不能再错失的机
会。未来的银行，将从服务单个客户转向服务
产业链、产业集群客户，这势必考验银行把握
产业痛点、理解产业需求，打造平台、整合资
源和接通产业数据入口的能力。

朱玉国表示， 长沙银行作为一家地方中
小银行，基于自身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专业
能力的局限性， 决定了服务的产业和客户群
体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深耕湖南，继续提升
县域市场覆盖率， 扎下根来将区域市场做深
做透，聚焦具备比较竞争优势的产业。

围绕本土传统优势产业如工程机械、轨

道交通装备、航天航空等继续发力。今年长沙
银行联合湖南大学、三一集团、中联重科、铁
建重工、山河智能作为发起单位，成立了长沙
市工业机械行业协会， 依托平台为工程机械
产业链提供全方位服务。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 长沙银行正大力
支持湖南20个新兴优势产业链、 长沙22条优
势产业链建设，并重点选择汽车、人工智能及
机器人、生物医药、先进储能、集成电路、装配
式建筑等10条产业链深入服务。

围绕高科技产业， 长沙银行将“科技金
融”作为四大战略品牌之一，已经设立科技专
营支行。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的科技型企业
开户数超过4000户，授信额超过200亿元，并
与湖南高新创投发起设立规模100亿元的高
新技术企业产业发展基金。

围绕县域特色产业，长沙银行实施“一县
一策”“一县一特”，积极推动浏阳花炮、醴陵
陶瓷、邵东箱包等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围绕绿色环保产业， 长沙银行以国家大
力支持的节能环保、污染防治等产业为重心，
多渠道支持绿色项目的推进。

“理解并做透一个产业，需要保持定力、
持续深耕、久久为功。”朱玉国说，立足银行同
业来看， 希望未来与大中型银行形成互补关
系，在服务大企业中更多做配角，而在服务小
微企业中更多做主角。

做最懂产业的专业银行
———访长沙银行董事长朱玉国

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

湖南首条直飞澳门航线10月27日开通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向松阳）今天上午，千年学府岳麓
书院文庙内礼乐和鸣，庄严肃穆。为纪念孔
子诞辰2570周年，己亥年祭孔大典在这里
举行。 来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湖南大学
附属中小学校的师生及湖南社会各界人士
代表500余人与祭。

今年祭孔仍沿用孔庙祭礼中规格最
高的“释奠礼”。由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
担任初献官， 院党委书记陈宇翔担任亚
献官， 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担
任终献官， 岳麓书院副院长李清良担任
分献官，院长助理陈仁仁担任通赞，国学
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担任读祝官恭读祭

文。
9时28分，伴随着通赞“鼓初严、鼓再

严、鼓三严”的高唱，初献官、亚献官、终献
官、分献官等依次就位，依古代书院祭孔祀
典行三献礼仪。释奠礼完成后，现场还举行
了经典诵读活动。 全体与祭人员齐诵《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儒家经典篇目
选段以及《岳麓书院学规》。

岳麓书院祭祀孔子的传统由来已久。
自2013年起，岳麓书院恢复中断百年的祭
祀先圣传统，举办祭孔大典。祭孔大典自开
展以来，已成为岳麓书院“习礼育人”的重
要方式， 也是其举办的全球华人国学大典
的重要组成部分。

岳麓书院举办己亥年祭孔大典

国庆长假，来省地质博物馆看红色矿物

70件珍贵美丽红色矿晶及宝石亮相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袁勇军) 随着国庆节临近，湖南文
理学院开展的“我和国旗合个影”活动也进
入高潮。连日来，万余名师生与国旗争相合
影，表达祝福祖国、感恩祖国、热爱祖国的
真挚情意。

“我和国旗合个影”布景台在校园水
景广场一亮相，就吸引了大量学生、新生
家长、老师及周边市民的热情参与。朝气
蓬勃的面庞，幸福灿烂的笑容，在鲜艳的

五星红旗下永恒定格， 在校园里勾勒出
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通过合影、大家写下
祝福留言等方式， 表达对祖国生日的美
好祝愿。

来自山西晋城的2019级艺术学院新
生刘伯承，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起在
国旗下照了一张全家福。 他激动地说：
“在国旗下照一张特别有意义的全家福，
我将终身保存， 我希望祖国大家庭越来
越美好!”

与国旗合影 为祖国祝福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王晗 孟姣
燕）9月26日， 开放道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
在湖南湘江新区正式启用。 智能网联汽车与
普通社会车辆在示范道路共同行驶， 标志着
长沙正式迈入了智能驾驶2.0时代。

该示范区由100公里高速开放道路和100
平方公里城市范围开放道路构建而成。其中，
100公里高速开放道路位于长沙绕城高速西

南段和西北段，分为标准路段、测试路段和示
范路段，打造测试、应用场景100多个，是国内
首条5G+V2X（车对外界的信息交换）智慧高
速公路。100平方公里城市范围开放道路全长
135公里，涵盖梅溪湖、洋湖等片区大部分道
路，打造“人-车-路-云”一体化应用类场景
90余个，全线支持L3级（有条件自动化）及以
上自动驾驶车辆测试与示范， 在全国同类型

开放测试道路中智能化改造范围最广、 场景
最丰富、道路类型最全面。

去年以来， 长沙全力建设人工智能及机器
人（含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在场景应用、项目
建设、创新研发、生态优化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长沙已为38家企业86款车型提供
测试服务1800余场， 累计测试里程6万公里；开
通试运行全国首条开放道路智慧公交示范线；发
放53张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载人测试牌照；吸
引百度、华为等企业，集聚重点关联企业347家，
智能网联汽车全方位产业集群优势明显。

当天，5位长沙市荣誉市民体验了百度
Robotaxi自动驾驶出租车载人测试。

开放道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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