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心市民为王李思娜献一份爱心。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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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多云 19℃～31℃
株洲市 多云 19℃～30℃
永州市 多云 17℃～30℃

长沙市 今天，多云，明天，阴天
南风 ２ 级 18℃～30℃

张家界 晴转多云 18℃～29℃

吉首市 多云 18℃～29℃
常德市 多云 17℃～29℃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8℃～30℃

怀化市 多云 18℃～29℃
娄底市 多云转晴 17℃～29℃
邵阳市 多云 18℃～30℃

衡阳市 多云 20℃～31℃
郴州市 晴 19℃～31℃
岳阳市 晴 19℃～28℃

本报记者 奉永成 孙振华

岳阳长江岸线， 临港城镇一路逶迤：
占地100平方公里的湖南城陵矶临港产业
新区初露峥嵘； 华容、 云溪、 临湘等县
市区的县城， 正扩容、 提质； 东山、 洪
山头、 塔市驿、 路口铺、 道仁矶等老集
镇， 旧貌换新颜……伴随着长江大开发，
沿线城镇化开始大提速。

临港新城， 走出产城融合之路
依长江、 抱洞庭， 山环水绕。 金秋

10月的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 赏心悦
目。

纵横交错的柏油马路， 整洁干净；
道路两旁， 花木扶疏。

碧波荡漾的芭蕉湖、 白杨湖畔， 游
人漫步亲水小道。

碧桂园、 恒泰雅园等多个湖畔小区
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

进入产业园区， 远大住工、 水电八
局、 恒阳化工、 天赫电子……巨大的厂
房鳞次栉比， 令人目不暇接。

而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城
郊， 如今已摇身一变为现代化的临港新
城。

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王文华介绍， 新区成立4年多来， 已投入
53亿元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新修及
提质改造18条道路， 三纵三横路网与岳
阳主城区无缝对接， 同北面的云溪城区
连为一体。

“基础设施完善化、 居住环境生态
化、 社会服务多元化、 日常生活方便化、
基层政治民主化、 邻里关系和谐化。” 王
文华介绍， 新区一起步就设置了较高的
愿景目标， 既要产业发达， 还应功能完
备、 设施现代、 环境优美、 出行方便、
人文气息浓郁。

产城融合， 成了新区发展不二选
择。

4年多来， 累计签约项目124个， 合
同引资570多亿元， 中交集团、 东莞巨能
电子等57个项目开工建设或建成投产，
中粮集团、 中储粮、 中国供销集团等大
型企业纷纷入驻， 冷链物流园、 汽车物
流园、 粮食物流园、 北斗导航产业园建
设紧锣密鼓， 物流仓储、 加工贸易、 现
代装备制造、 新型建材及精细化工等为
主导产业的港口经济带迅速壮大。

产业风生水起， 住宅小区、 学校医
院、 商场宾馆等生活服务设施同步跟进，

“新区不仅仅是生产制造业基地， 还应成
为企业总部基地与产业孵化中心、 研发
中心。” 王文华认为， 环水绕城的良好生
态环境， 完全可以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创
业投资中心、 商务服务区和休闲居住
地。

为此， 新区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
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管理全过程， 在开
发建设中“保山护水”， 在建筑布局上

“显山露水”， 在景观设计上“借山用
水”， 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交相辉映， 人
文景观与自然山水浑然一体， 自然美和
城市美天人合一。

经测算， 近年内新区就业与居住总
人口将达13万人。 白天生产火热， 晚上
人气不减， 一个宜居宜业的“现代新港、
产业新区、 滨江新城” 正在湘北大地崛
起。

沿江开发，催生县域经济新中心
拥有全省1/5长江岸线的华容县， 是

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县。 多年囿于交
通、 资源的制约， 经济发展乏善可陈。

近年随着交通条件改善， 封闭的华
容正变得四通八达， 县域经济正步入崭
新天地。

华容县委副书记蒋南贵介绍， 依托
岳常高速、 岳宜高速、 益南高速 （建设
中）， 华容与周边的南县、 安乡、 石首、
监利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贯穿境内的
3条铁路———蒙华煤运铁路、 岳常九铁
路、 月益铁路 （规划中）， 将华容与周边
的岳阳、 益阳、 常德、 荆州4个地级城市
紧密相连。

便捷的交通、 宝贵的长江岸线资源，
华容开始受到众多能源企业青睐。 风电、
火电、 核电、 生物质能发电、 太阳能发
电、 煤炭储配基地， 纷纷来此安营扎寨。

“乘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东风， 华容拟打造
三大中心， 即湘北洞庭湖以西区域长江
黄金水道物流中心、 湘北清洁能源产业
中心、 湘北鄂南边界中心城市。” 在华容
县沿江开发办， 蒋南贵指着一张张规划
图， 兴奋地向记者介绍。

湘北鄂南边界中心城市的构想， 令
人眼睛一亮。 对华容县城进行扩容提质
改造， 中期规划面积为30平方公里， 30
万人口。 “尽管扩容提质才起步， 随着
长江经济带战略向前推进， 蓝图一定能
变成现实。” 蒋南贵笑着说。

为适应沿江开发， 华容东部沿长江3
个老集镇也在加紧扩建改造。 拥有8.5万
人口的东山镇， 在华容乡镇中体量最大，
长江流经华容境内32.72公里长江岸线，
基本上在东山镇境内。

“争取在10年内将集镇人口发展到5
万人， 建成区面积达到5平方公里。” 东
山镇党委书记黄建明介绍， 从集镇至岳
常高速和长江边的高等级公路正在建设

之中， 商住等配套生活设施也在完善
中。

在另一个临港老集镇洪山头， 记者
看到集镇改造也在火热进行中， 100套拆
迁安置房正在兴建， 年内即可入住。

“沿江开发， 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必须先行
一步， 要让所有入驻投资兴业的企业没
有后顾之忧。” 华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朱元敬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随着长江开
发启动， 华容东部临江区域在全县地位
一再提升， 从全县经济的“次中心”， 变
为了全县经济的“新中心”。

长江开发， 让这个农业大县华丽蝶
变。

临港城镇如何保持持久活力
水， 乃人类生命之源。 千百年来，

人类逐水而居， 临港集结。 放眼全球，
当今世界35个国际化大都市， 有31个依
港而兴。

“临港新城要成为‘活力之城’， 关
键是有港口经济支撑， 走产城融合之
路。” 湖南省政府参事、 湖南商学院教授
柳思维认为， 临港新城， 必须港、 产、
城齐头并进， 港城互动， 产城融合。

“优化临港新城的产业布局尤其重
要。” 柳思维认为， 在规划建设临港城镇
时， 应对产业进行多元布局， 不能将一
个园区的经济“押宝” 在单一产业上。

事实上， 产业布局不合理对经济影
响在岳阳已有所表现。 今年上半年， 岳
阳经济总量出现下滑， 原因并不复杂，
岳阳市重点骨干企业长岭炼化、 巴陵石
化上半年一度停产检修。

“几个骨干企业停产检修， 就导致
全市经济总量下滑， 这为产业布局敲响
了警钟！” 柳思维说。

“临港新城要保持持久活力， 还需
发挥岸线、 人文优势， 突出生态效应。”
长沙市规划勘测院景观所所长廖艳红表
示， 在规划建设临港城镇时， 要注意保
护好山丘、 树林、 湿地， 因地制宜， 优
先进行自然生态规划设计。

“有活力的临港城镇， 不仅是产业
新城、 港口新区， 还应该是宜居、 宜业
的生态之城。” 廖艳红说。

上海： 依托洋山港和外高桥港 ， 投
资1200亿元打造临港新城。 分为主城区、
重装备产业区等五大版块 。 主城区具有
金融 、 商贸 、 科教 、 旅游 、 休闲 、 居住
功能 ， 具备同时发展临海型产业和临空
型产业的条件 ， 还集聚了保税区 、 出口
加工区等优惠政策于一身。

江西： 九江瑞昌市在长江岸线12.6
平方公里区域内， 建设临港特色产业城，
投资3.9亿元建成瑞码快速通道， 启动江
滩广场 、 望江亭 、 九朵芙蓉陵园等一批
城建项目， 用3至5年把码头镇打造成长
江沿岸现代临港新城。

湖北 ： 长江岸线临港新城布置如一

串珍珠密布。 其中位于武汉的阳逻新城和
花山-北湖新城初具规模 。 规划到2015
年， 阳逻新城人口达30万人， 花山-北湖
新城的人口规模在2015年达到15万人 ，
致力于建成休闲度假新城和化工产业新
城。

四川： 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193平方公里。 集装箱码头 、 滚装码头 、
重件和散货码头沿长江北岸一字排开； 规
划的铁路干线一直延伸至码头。 长途汽车
站、 三甲医院、 学校、 商场等配套一应俱
全。 计划到2020年发展为千亿经济开发
区， 有30万人在此安居乐业。

（本报记者 奉永成 整理）

本报记者 李勇 田甜 杨柳青

他们是一个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却伸出了
一双双温暖的手；他们是一张张普通的面孔，却
拥有一颗颗最真挚的心。

20岁白血病女大学生王李思娜的故事经本
报率先披露后，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救救
娜娜”、“娜娜加油”、“我们一定要留住你！ ”……
这个坚强、乐观而又命运多舛的女孩，感动了无
数人。 一笔笔爱心捐款，带着真情和祝福，从四
面八方汇聚而来，温暖了这个深秋。

截至25日晚8时，王李思娜收到的爱心账户
捐款436904元、现金捐款44500元，湖南农大在
校内、街头募得现金善款89335.5元，爱心款总额
达570739.5元， 离总额高达80万元的手术费和
后期排异治疗费用越来越近了！

1元、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当
娜娜打开她的捐助账户，1000多笔金额不等的
捐款后面，是一个个普通人献出的浓浓爱心。 从
国外到国内，从省外到省内，无数爱心人士，以不
同的方式为娜娜加油。

浙江杭州人倪凯，目前正在美国攻读博士。
他在百度贴吧认识了娜娜，便通过电子邮件给娜
娜写信，资助她，鼓励她树立信心，战胜病魔。

28岁的贵州小伙刘佳， 从网上看到娜娜的
故事，深为娜娜的坚强所感动。 他联系了娜娜，
给娜娜寄来了野生灵芝、红枣等补品，还决定每
个月给娜娜寄生活费。 他在给娜娜的短信中写
道：“你的坚强乐观感动了我，你现在是我努力工
作的动力，你要加油，你要好好活下去。

一位湖南永州的女孩给娜娜汇来了200元。
她在留言中写道：你的坚强让我感动，我刚刚创
业，目前生意还不景气，所以暂时只能给你寄上
这点钱。希望你能尽快手术，早日康复！我也会让
你的故事被更多的朋友知道， 让大家都来帮你。

“娜娜你好，我们同是90后，我在新闻上看到了
你的报道，很是感动。你的经历让我想起一句话：
信念乃万事之本。祝你早日康复！”这是来自安徽
合肥一位“90后”在汇款后，写给娜娜的祝福。

“一起帮助这个乐观坚强的孩子”、“随手公
益、让爱传递”……在这几天的网络上，经本报官
方微博、微信、APP强力推送，王李思娜成为热门
话题，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在“三湘名博沙龙”内，湖南本土的网络“大
V”们也积极行动起来，把娜娜需要救助的消息
传递给更多网民。“御史在途”、“六丈日子”等“大
V”们的转发，让网民们纷纷为坚强乐观的娜娜
点赞、加油。

@何为精华、@长沙老满哥等网友， 在本报
微博上得知娜娜的消息后，非常感动，不仅自己
表示心意，还将求助消息发布到各自所在的十几
个QQ群里，发动群友捐款。 其中，@何为精华在
各个QQ群里募集的捐款就达5000余元。

娜娜需要更多人持续的关注。 爱心人士可
以继续拨打本报96258热线， 也可直接向娜娜
账 号 汇款： 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宁乡支行， 账号：
6222021901012762850， 户名： 王李思娜； 中国建设
银行长沙宁乡支行， 账号： 6217002920110342152，
户名： 王李思娜； 支付宝账号： 1594446924@qq.
com。 户名： 王李思娜。

本报10月25日讯 （记者 田甜） 宁乡白血
病女大学生王李思娜急需手术费用的报道， 在
宁乡引起强烈反响， 宁乡人民纷纷向娜娜伸出
援手。

这几天， 宁乡县委书记黎春秋在本报看到
娜娜的报道之后， 马上与当地民政部门联系，
详细了解娜娜的具体情况， 要求一定要在国家
政策允许范围内， 最大限度保障娜娜的低保、
生活等费用。 他还鼓励娜娜， 家乡人是你的坚
强后盾， 一定要好好治病， 早日康复。

宁乡县民政局局长陶文良告诉记者， 从娜
娜12岁患白血病开始， 宁乡有关部门一直给予
了娜娜关怀与帮助。 这几天， 民政部门将为娜
娜送去临时救助款， 娜娜休学期间本应停发的
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 民政部门将继续为
其发放。 对于娜娜在长沙进行治疗的费用， 经
上级部门同意， 也将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 同

时， 民政部门已经与娜娜所在的乡镇取得联系，
正在筹备捐助活动， 希望能为娜娜筹集更多医
疗费用。

宁乡县工信局副局长肖敏昨天在网上看到
了娜娜的消息后， 马上将信息转发到了宁乡企
业家微信群。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将伸出援手。
今天一早， 星沙机床设备有限公司的陈先生就
给娜娜账户汇去了5000元爱心款。

金道云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益龙
已经是娜娜的“老朋友” 了。 今年春节前， 他
就在民政部门的组织下， 去看望了娜娜。 见了
娜娜之后， 他被娜娜的坚强所感动， 主动发动
商会的朋友们一起来救助娜娜。 这一次看到了
娜娜急需手术费的新闻后， 他马上在微信朋友
圈里转发， 并引起了积极响应。 他和朋友们准
备在这几天组织一场书画拍卖筹款活动， 所得
全部款项都将用来资助娜娜。

本报记者 杨柳青

10月25日的长沙街头， 爱心涌动。 湖南农
业大学团委青年志愿者协会的老师和同学来到
长沙市五一路地铁站口， 为正在与病魔斗争的
王李思娜发起爱心募捐。

“严重的病情，痛苦的化疗，此时此刻，坚强
乐观的娜娜正在与病魔进行殊死搏斗， 凑齐80
万元的手术费， 娜娜的生命之火将再次燃起……”
倡议书前，不少市民停下了匆匆的脚步。

长沙市民谭元率先从钱包里掏出了50元放
进募捐箱。 她动情地告诉记者， 她有亲人是尿
毒症患者， 能体会化疗的痛苦， 看到娜娜就想
起了躺在病床上的家人， 希望献出一份爱心。

48岁的茹银根是春天百货商场的保洁阿
姨， 听说是为娜娜募捐， 便匆匆跑来。 “我刚

有事走不开， 生怕你们走了。” 茹大姐喘了口
气， 从衣角口袋掏出20元放进募捐箱。 她说：
“我赚的钱不多， 但我也要献一份力所能及的爱
心， 希望这个可怜的孩子能挺过来！”

“妈妈， 我想捐出零用钱救这个大姐姐。”
9岁女孩夏天桐从妈妈手上接过10元钱， 跑到
募捐箱前把钱放了进去。 她还说， 有个小朋友
的妈妈因为白血病去世了， 所以知道得白血病
很痛苦， 想对娜娜姐姐说加油， 祝她早日康复。

点点爱心， 汇聚暖流。 路过的行人纷纷伸
出援手， 你10元， 我20元， 不久， 小小的募捐
箱便满了起来。

尽管募捐点有同学负责登记捐款人姓名，
但不少市民慷慨解囊后便转身离去。 “有了大
家的爱心， 我们相信娜娜一定能早日康复。” 该
校团委老师罗宗贵说。

激发澎湃动力
逐鹿黄金水道

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 沿江开发快马加鞭， 临港新城拔地而起， 老城镇
扩容、 提质、 蝶变， 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亮点———

临港新城如何成为
“活力之城”

———湖南积极对接融入长江经济带观察之六

长江沿线临港新城建设

截至25日晚8时， 娜娜已筹得善款57万元， 离80万元
的手术治疗费用越来越近———

“我们一定要留住你！”

■相关链接

“家乡人是你的坚强后盾”
宁乡人民向娜娜伸出援手

9岁女孩：捐零用钱，救大姐姐
首届华人海外收藏中国珍宝

回流展在长举行

画作《万山红遍》
惊艳星城

本报10月25日讯 （记者 陈薇） 今天， 由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和湖南省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的

“首届华人海外收藏中国珍宝回流展” 在长沙开幕， 展
品包括李可染的巨幅画作 《万山红遍》、 张大千旅居南
美期间创作的珍稀贝叶画作、 直径达74厘米的瓷器“元
青花四凤莲池游禽图菱花口大盘” 等中国珍贵艺术品
100余件。

据悉，本次展览的展品均由玻利维亚籍华人企业家、
资深文物艺术品收藏家杨李水良提供。数10年来，杨李水
良出于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耗巨资在南美洲、欧洲及东
南亚地区收集购买流失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品， 运回中国
后又经多方筹划，举办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展览。

展览期间还将举行珍宝慈善义拍会， 所得善款将由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用于湘西的公益事业。

本报 10月 25日讯 （记者
李国斌 吐鲁番日报记者 买买提·
艾克木） 今天上午， 湖南省第
十二届文物 （国际） 博览会系
列活动之一的“一元竞买”， 在
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举
行。 字画、 瓷器、 玉器、 杂件4
大类共109件藏品， 经过激烈
竞拍， 55件被买走， 成交率达
50.46%。

“一元竞买” 活动是湖南
文物博览会首次开展大型民间
寻宝、 竞买活动， 由湖南省文
化厅、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联合利国文交所承办。 活动前
期举办了“寻找民间珍宝” 海
选征集活动， 共有近200名收
藏爱好者参加， 鉴宝专家团队

甄选出清海南黄花梨笔筒、 清
八骏图砚台等众多精品。

当天的竞买会上， 共有30
余件拍品从1元起拍。 最先亮相
的是一对玉瑞兽， 底价就是1
元， 经过多轮竞价， 以1100元
落槌。 工艺美术大师张同禄制
作的景泰蓝花瓶 （一对）， 拍出
了2.1万元。 高潮出现在第49号
拍品光绪粉彩花鸟罐， 经过多
位买家多轮加价， 最终以10万
元成交。

联合利国文交所负责人
说， 此次“一元竞买” 活动，
面向的是普通的收藏爱好者，
目的是通过降低门槛， 吸引更
多人参与到古玩艺术品的交流
交易中来。

1元起拍 撬动市场
湖南文博会首开寻宝竞买，成交55件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