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矜宜

“水球姐姐也太美了吧！”“我知道龙清泉，他

是两届奥运会的冠军，好厉害！”“我要像偶像田卿

姐姐一样，拿冠军！”……走进校园的体育湘军健

儿们，一下子成为了“移动的景点、行走的流量”，

孩子们争相与之签名、合影留念。

得益于中国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出色

表现，新一代体育偶像正以各种形式“出圈”，并

赢得了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

当然，现场也不乏这样的声音：“姐姐，请问

你是哪个项目的？”

这样看似尴尬的“提问”，在这场特别的“明

星见面会”上却显得尤为珍贵。这也成为体育明

星走进校园的重要目的之一，那就是要让更多

孩子对更多运动项目“路转粉”。

这样的“追星会”，应该多办。

于运动员而言，他们值得“被追星”——在中国

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体育偶像所承载的爱国

情操、拼搏精神，蕴含着巨大的正能量。

于青少年而言，他们需要“追这样的星”——从关

注体育到参与体育，他们将从这些偶像身上收获见贤

思齐的力量，同时练就受益终身的体魄。

接下来，湖南省体育局还将组织冠军健儿们更

深入的“走进”校园，进行演讲互动。一枚枚金牌背后

的励志故事，将在三湘学府被传开……

这样的“追星会”应该多办
短评

湖南日报10月 27日讯（全媒体记者 蔡矜宜

通讯员 李子航）今天上午，由省体育局与省教育

厅联合主办的“点赞三湘 梦想起航”体育湘军进

校园活动，在长郡滨江中学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龙清泉、田卿、黄瑰芬、

熊敦瀚、周倩、龙金宝、张弛、向若鸣、彭姗等 9 名

湘籍体育明星，将走进长郡滨江中学、湖南师范

大学体育学院、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小学，与学生

互动交流、切磋技能，推广全民健身。

活动现场，作为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体育湘军代

表，湖南水球运动员熊敦瀚更是被孩子们里三层外三

层围得“寸步难行”，她说：“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活动觉

得很有意义，虽然有些受宠若惊，但一想到孩子们能

通过自己，去认识、关注水球运动，使命感油然而生！”

当日下午，体育湘军继续走进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该校副校长刘子兰为冠军健儿们颁发

了校外辅导员聘书，以期进一步带动深化体教结

合，鼓励广大学子积极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科学

释放全民健身运动发展新动能。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李舜表示，开展“体育湘

军进校园”活动，就是要鼓励、激励孩子们积极参

与运动，并能掌握运动技能，这不仅是全民健身

的需要，更是作为未来栋梁的孩子们强身健体的

需要。“我们的教练员、运动员，就是全民健身的

推广大使、明星教练，今后，我们要把这个活动长

期地、持续性地开展下去！”

当好全民健身“推广大使”“明星教练”

体育湘军走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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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0月 27日讯（全媒体记者 彭

雅惠）气温下降丝毫没有降低湖南人消费酒

水饮料的热情。今天一早，高桥大市场酒水食

品城采购车辆就络绎不绝。“9 月份日均交易

额约 3800 万元，10 月份增长 30%。”市场经理

胡军表示，消费需求十分旺盛。

这是我省消费市场强力复苏的缩影。今

天，省统计局披露最新数据：前三季度，全省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322.66 亿元，同

比增长 19.1%；两年平均增长 6.6%，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2.7个百分点。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

省坚持稳经济扩内需战略，落实促消费各项

政策措施，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基本生活类消

费平稳增长，粮油食品、饮料、服装鞋帽针纺

织品等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5.9%、23.1%和

14.9%；大宗品类销售增长较快，石油及制品

类商品、汽车类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18.5%、

17.5%；消费升级态势得到延续，化妆品、金银

珠宝、智能手机等升级类商品零售额均保持

20%以上增长；线上消费增势喜人，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 19.3%。

消费市场加速回暖，有效扩大全省内需，

新消费项目还拓宽了投资空间。

年初刚“诞生”的长沙茶饮品牌柠季，4 个

月开出 150 家门店，其背后是数千万元融资

大力推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长沙新消费

项目获得投资金额超过 230 亿元，占过去五

年来新消费融资总金额的六成以上。

在新消费项目之外，大众电动汽车、马栏

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中联智慧产业城等“十大

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广电 5G 工程、长沙

机场改扩建工程、张吉怀铁路等“十大基础设

施项目”按期推进。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始

终把产业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主

抓手，围绕“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加强项目储

备和建设，3 批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投资后

劲持续“加码”。

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1%，两年平均增长 7.8%。其中，产业项目投资

增长10.4%，比全部项目投资快2.8个百分点；在

建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9.9%，比全部项

目投资快2.3个百分点，总量占全部项目投资的

比重达81.5%，为稳投资提供关键支撑。

湖南日报10月 27日讯（全媒体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肖坤林）记者 26 日从省乡村振兴局获

悉，今年，我省对脱贫群众加大监测帮扶，对存在

返贫风险的脱贫群众实施“一户一策”帮扶措施，

筑牢返贫防线。

今年，我省分 2 轮开展防止返贫集中排查工

作，依托全省防返贫监测与帮扶管理平台、“两不

愁三保障”部门信息平台，建立 12 个行业部门责

任清单，推行监测预警信息化管理；并建立村级

信息员队伍，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今年

4 月以来，我省通过入户核实，发现存在返贫致

贫风险并按程序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1.2 万余

人。目前，全省脱贫人口就业超 230 万人，规模超

去年。

紧盯重要关口、重大变故、重点对象，健全因

灾因疫等突发性风险防范机制。今年，省乡村振

兴局与省应急管理厅等部门联动，针对洪涝灾

害，逐村逐户建立灾情台账，对符合条件的受灾

户及时纳入监测对象，开展救助帮扶。对受疫情

影响的农户，各地根据受影响程度和实际情况，

制定帮扶计划，开展针对性帮扶。今年，我省筹措

1 亿元资金对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等地文旅产业纾困解难。

健全精准帮扶工作机制。我省对所有脱贫户

实行结对联系，对所有监测对象实行结对帮扶，

根据风险类别、发展需要等开展针对性帮扶。目

前，全省共建立产业扶贫合作社 1.7 万余个；建成

就业帮扶车间 5400 余个、帮扶基地 2000 余个，开

发公益岗位超 13 万个；建立易地搬迁后续帮扶

省级管理台账，全省易地搬迁脱贫劳动力就业率

超 80%；建 立 农 村 困 难 群 众 预 警 监 测 数 据 库 ，

106.5万农村低保和特困人员综合保障到位。

湖南日报 10 月 27 日讯（全媒体记者 唐

璐）10 月 26 日，位于浏阳经开区的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产业园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并网发电，每

年预计可发电 600 万千瓦时，最高可为业主节

约电费 60 万元、节约标准煤 1800 余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5000 余吨。

该项目利用 10 栋厂房屋顶建设光伏电站，

总建筑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采用“自发自用、

余电上网”模式，平日里遮风挡雨的厂房屋顶，

变成了车间设备动力源。

“该项目在厂房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安装光

伏电站的荷载要求，通过合理高效利用屋顶闲

置空间，保证发电效益。”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屋顶安装光伏面板具有隔热防晒功能，

不仅能降低企业降温成本，还可延长屋顶防水

层寿命。

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建成投产，不仅为企业绿

色低碳发展带来实在效益，也对减轻国家电网供

电压力具有一定意义。目前，浏阳经开区已有诸

多企业开始安装光伏发电站，用绿色、高效能源

来解决用电供需矛盾，为园区节能减排和国家实

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全媒体记者 邹靖方）

今天，长沙市总工会 4个工人文化宫项目建设集中

开工活动在第三工人文化宫项目建设工地举行。

4 个文化宫项目建设单位为长沙市总工会，

由长沙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代建，总投资规模 12

亿元，建设规模 16.37 万平方米。4 个项目包括，

对位于东塘的市工人文化宫进行原址新建；对位

于湘春路的第二工人文化宫进行提质改造，对已

经拆迁的第三工人文化宫、建筑工人文化宫（现

已更名为“第四工人文化宫”）进行异地新建。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开展职工思想教育、文体活动、

技能培训的重要阵地。

省总工会表示，同步启动 4 个工人文化宫的

建设改造，是立足民生、造福职工的重要民心工

程。要将 4 个工人文化宫项目打造成全国一流水

平的品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标杆工程，

建设成凸显公益导向、富有长沙特色、体现省会

水平的全国一流职工服务平台，为全省、全国工

人文化宫的建设、管理、运营，积累成功经验，打

造示范样板。

湖南日报 10 月 27 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刘武）10 月 26 日至 27 日，第七次国

家级新区工作经验交流会暨新区工作推动会

在成都召开，19 个国家级新区主要负责人聚集

一堂，共谋发展大计。湖南湘江新区作为 4 个高

质量发展典型新区之一作交流发言。

作为全国第 12 个、中部地区首个国家级新

区，湖南湘江新区近年按照“三区一高地”定

位，奋力争当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

化新湖南新长沙的排头兵、领头雁。2015 年至

2020 年，该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1063 亿元增加至

2511 亿元，年均增长 9.5%，成为助推长江经济

带发展和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会上，长沙市委常委、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主

任谭勇作主题演讲，介绍了湖南湘江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主要发力点，即突出智造赋能，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高地；强化创新引领，打造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主动融入大局，打造内陆地

区改革开放高地；瞄准一流，打造品质城市标杆。

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十四五”期间，湖

南湘江新区将瞄准国家级新区“第一方阵”，重

点在产业培育、城市建设、改革创新、对外开放

等方面接续发力，努力成为中部崛起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重要引擎。

数读前三季

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发展“内力强劲”

对脱贫群众加大监测帮扶

全省脱贫人口就业超230万人

湖南日报 10 月 27 日讯（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总部在湖南长沙的港股上市公司澳

优乳业今晚发布公告称，内蒙古伊利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利”）通过旗

下全资子公司——香港金港商贸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港”）收购卖方持有的澳

优股份并认购澳优发行的新股，将合计持有

澳优股份 6.2 亿股，占其扩大后股份总额的

34.33%，成为澳优单一最大股东。此次交易

涉及金额 62.45 亿港元，是今年中国乳企之

间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并购。

具体来看，此次伊利“入主”澳优分两步

走，一是金港以每股 10.06 港元的价格，从澳

优 部 分 股 东 手 中 收 购 了 共 5.3 亿 股 澳 优 股

份，交易总对价为 53.4 亿港元；二是在澳优

定向增发项目中，金港以每股 10.06 港元的

价格，共斥资 9.05 亿港元，认购了 9000 万股

澳优新股。

澳优董事长颜卫彬表示，伊利和澳优两

家公司在上游奶源布局、研发创新、供应链

构建、产品组合以及终端渠道开发等方面都

有着良好的互补性，未来将共同提升，实现

1+1>2 的战略发展。

公告显示，交易及交割结束后，伊利将

继续支持澳优的独立运营，维持澳优在香港

资本市场的上市地位，澳优现有营运及业务

不会做出任何重大变动。

湖南日报10月 27日讯（全媒体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游彬 赵书生）近日在江西省玉山县召开

的第十四届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暨中国县镇经

济交流促进会年会，发布了全国百强村镇银行最

新榜单。其中，我省的资兴浦发村镇银行、湘西长

行村镇银行等 8家村镇银行进入全国百强。

我省村镇银行由浦发银行、上海农商行、长

沙银行、浏阳农商行等 18 家主发起行发起设立，

第一家村镇银行是湘乡市村镇银行，于 2008 年

成立。村镇银行坚守“立足县域、支农支小”战略

定位，有效促使“当地的钱留在当地”“当地的资

金用在当地”。以“浦发系”村镇银行（全省共 5

家）为例，一方面通过品牌推广延伸开拓发展空

间，同时围绕三农和小微领域深耕细作。截至今

年 9 月末，累计投放贷款 229.81 亿元。其中，三农

小微贷款 207.89亿元。

进入全国百强的我省 8 家村镇银行中，包括

“浦发系”3 家，即资兴浦发村镇银行、茶陵浦发

村镇银行、临武浦发村镇银行；“沪农商系”3 家，

即慈利沪农商村镇银行、石门沪农商村镇银行、

宁乡沪农商村镇银行；还有 2 家是湘西长行村镇

银行、湖南邵东湘淮村镇银行。

湖南8家村镇银行进入全国百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322.66 亿元，同比增长
19.1%（上年同期下降4.6%），两年平均增长6.6%。

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1%
（上年同期增长6.5%），两年平均增长7.8%。

（1）产业项目投资增长 10.4%，比全部项目投资快
2.8个百分点。

（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0.4%，比全部投资快11.3
个百分点；

（3）民间投资增长10.4%，比全部投资快1.3个百分点；
（4）在建重大项目完成投资增长9.9%,比全部项目投

资快2.3个百分点。

有效投资明显扩大：

长沙4个工人文化宫项目集中开工

62.45亿港元，
乳业巨头伊利

入主澳优成第一大股东

国家级新区工作经验交流会召开

湖南湘江新区作高质量发展典型发言

厂房屋顶变成生产动力源
浏阳经开区屋顶光伏发电项目运营，预计可年发电600万千瓦时

古塔新姿
10 月 26 日，临湘

市江南镇长江岸，修葺

一新的临湘塔伫立江

边。去年 10 月，临湘市

启动最美长江岸线临湘

塔段项目建设，以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临湘塔为

轴心，对塔周边的自然

山体、黑臭水体、滩涂、

草地进行生态修复性环

境整治，打造了最美长

江岸线。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闾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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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内循环 释放大潜力

制图/李雅文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全媒体记者 肖秀芬)

又到一年大干时，湖南秋冬春水利建设战役已正

式打响。根据省政府部署，省水利厅近日印发《湖

南省 2021～2022 年秋冬春水利建设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 2021～2022 年全

省秋冬春水利建设要完成投资 138.1 亿元，重点

抓好四大类项目。《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重

大水利工程、着力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夯实乡村

振兴水利基础和促进河湖生态持续改善。

此次秋冬春水利建设重点包括：加快推进涔

天河、莽山水库灌区和毛俊、犬木塘、椒花水库、

洞庭湖三大垸蓄洪安全建设一期工程等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修复水毁灾损水利设施 2521 处，实

施城市防洪项目 16 个、主要支流和中小河流治

理项目 178 个、洞庭湖区排涝能力建设项目 15

个，新建中小型水库 11 座，除险加固病险水库

（水闸）593 座；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 1121

个，推进武冈市、平江县等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

加快 67 处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和现代化建设，

恢复 11131 处农村小水源供水能力，推进三峡后

续规划项目、水库工程移民安置和面上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实施洞庭湖北部地区分片补水二期工

程 9 个，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425 平方千米，实

施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项目 4 个，创建“水美

湘村”示范村 22个。

《实施方案》强调，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抓

好行业监管和技术指导，形成工作合力。多渠道

筹集建设资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管

理，做好资金保障。规范项目建设程序，严格资金

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省水利厅将严格督

导考核，继续对建设项目实行台账管理，严格执

行“旬调度”制度，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全省秋冬春水利建设计划投资超138亿元
重点抓好四大类项目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全媒体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尹志伟 徐娟）据省财政厅发布消息称，

26日起，湖南省首支银行柜台政府债券（以下简

称“湖南柜台债”）面向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

正式发售。本次柜台债期限 3 年、利率 2.94%、金

额 5亿元，发售日期为 10月 26至 28日。

据介绍，本次湖南柜台债募集资金将重点

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农林水利

等公益性项目建设，广大居民可通过 10 家承办

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

光大银行、北京银行）的网点柜台、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等多种渠道认购。

省财政厅政府债务管理处处长朱娜介绍，

湖南柜台债是省政府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

公开发行的债券，具有三大优势：第一，安全性

高。省政府是发行主体，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

任。第二，收益性好。利率 2.94%，比活期存款、

同期限记账式国债都高，利息所得还免征个人

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第三，流动性

强。投资者无需持有至债券到期，债券随时买

卖，资金实时到账，且最低投资额仅为 100 元，

相对理财产品、大额存单门槛更低。

据悉，地方政府债券主要通过全国银行间、

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公开发行，绝大多数由机

构投资者特别是商业银行持有。此次通过银行

柜台面向个人和中小机构发行，既丰富了地方

政府债券投资者结构，提高了债券二级市场流

动性，也提升了湖南省政府债券社会知晓度，有

利于调动广大投资者支持湖南建设的积极性，

对推动湖南省政府债市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湖南政府债券首次向公众发售
本次柜台债期限3年、利率2.94%、金额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