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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操弄“台湾牌”祸心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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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欧阳倩

长沙东塘，东一国际商业广场，电子海报在

大楼滚动——“新东塘、新魅力”，传递东塘复兴

信号。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

湘玉告诉记者，今年 5 月，东塘商圈百货龙头平和

堂关闭，曾引发“长沙老牌商圈衰退”的热议。“两

个月过去，重新定位、重新招商，目前已进入细化

阶段，将回归体验式商场，打造空间场景、智慧场

景、IP 场景。我们有信心，东塘商圈将会更有活

力、更有魅力。”周湘玉兴奋地对记者说。

把线下服务做到极致
——门店员工从传统售货员向

专业家电家装设计师转变

东塘商圈是长沙商贸发展的缩影。

平和堂、友谊商城、通程电器、金色家族曾是

东塘商圈的佼佼者。

随着平和堂、金色家族闭店，东塘商圈进入

蝶变关键期。

“谈转型，不能一味唱衰实体、盲目参与线上

‘厮杀’。”通程电器经营公司总经理柳植说。

作为东塘商圈的见证者，2004 年，通程电器

以旗舰店的形式入驻东塘。从百货商场的柜台到

专业连锁卖场，通程电器东塘店展现出强劲生命

力。“开业当天，我们从早上 7 时卖到晚上 11 时，

单店销售额破 1500 万元，轰动长沙。”柳植说。

这种局面从 2012 年起被电商改变。“双十一”

“双十二”“618”等电商促销节来势汹涌，给实体

门店带来不小冲击。

每年电商促销节，家用电器销售额在各大品

类中保持着前三位的纪录。“这对低端的、刚需类

家电的冲击是致命性的。”柳植说，这几年，通程

电器门店不断调整，进入缩减、优化阶段。

“转型的重点是提高线下运营能力，建好生

产与市场需求大数据，向‘美好生活方式解决方

案提供商’转变。”柳植介绍，城市快速扩展，带来

了改善型住房用户新的需求，也为老旧社区的客

户提供了新需求。

通程电器在这两个赛道发力。在改善型住房

需求中，市民希望腾出更多的空间，这使得中央

空调、嵌入式冰箱、嵌入式洗碗机等需求增大。

“以前是装修完后再买家电，现在是家电前置，在

装修进场前先定好家电，再根据家电走水电线

路。”通程电器东塘店工作人员小梁介绍，门店员

工也从传统售货员向专业家电家装设计师转变。

对老旧社区，通程与家装公司合作，改造老

旧小区厨房与阳台。烘干机、洗地机、烘焙机等小

电器销售迎来机遇。

线下门店也向体验店变身。目前，华为全生态

产品体验店、海尔智家体验中心、美的智小空间等

多个沉浸式场景生态已相继落地通程电器。今年

上半年，通程电器东塘店销售量保持两位数增速。

打造 IP爆点增强吸引力
——把单个品牌带来的私域流量

变为商圈发展的公域流量

通程的发源地在东塘立交桥西北角。一栋砖

红色的楼宇——金色家族大楼，这是通程总部所

在地，也是通程集团自持物业。

金色家族曾是长沙奢侈品牌集结地。每年举办

的新品时尚发布秀，是湖南时尚的“风向标”。“这里

以前男装都是私人定制的，西装动辄十几万元一

套。”在东塘生活了30多年的“老口子”陈爹说。

金色家族几经易主，做过主题卖场，也引进

过黄金珠宝品牌，均没有起色。

在柳植看来，东塘商圈要复兴，商圈各个小

板块要形成业态的差异化，错位发展、共享“流

量”。为此，通程集团在 2020 年引入盘小宝亲子中

心，打造面积超 1 万平方米的亲子互动乐园。这座

长沙面积最大的室内乐园，去年 10 月试运营，赚

足了眼球。

因保留原大楼结构，盘小宝中央有近 3 层楼

高，建有国内最高的室内滑滑梯，设有飘空小火

车、公主屋、mini消防署等 69 个项目。除了游玩项

目，盘小宝每天开设 24 节教育课，如皮影、陶瓷、

沙画、织布、摄影等。

消费者进门就能拿到当天的课表，可以对照

安排，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单一的游乐，家长不

一定愿意买单，但这种边玩边学习的项目，我们

乐于接受。”年轻妈妈小杨早早来排队，计划花大

半天时间带孩子游玩。

盘小宝还打造“虚拟社区”。不少居民选择办

理年卡，带小孩游玩和上特色课程。比如一堂烹

饪课，就把 20 余个原本不相识的家庭组建在一

起，培育了更大的交际圈。

今年“五一”，盘小宝人流量破万，销售额超

100 万元。暑假期间，盘小宝还与漫客合作，引入

奥特曼、霸天虎等 IP，进一步丰富场馆内容。

“商圈繁荣要靠人流。盘小宝的目标群体是

儿童，儿童背后是整个家庭。小孩在室内玩，家长

可在附近逛街休闲。”盘小宝工作人员谭强说，以

家庭为单位的客群融入东塘商圈后，又倒逼周边

商家创新商业模式，推动品牌升级。

“商贸综合体已形成‘社区社群’。各个品牌

将共享流量，把单个品牌带来的私域流量变为商

圈发展的公域流量。”雨花区商务局一位工作人

员说，以盘小宝为中心，金色家族大楼餐饮日益

增多，凯旋门、炊烟时代等品牌纷纷抢滩。

以友谊商城为代表的传统商场抢抓这一流

量。友谊商城工作人员刘晚容介绍，在业态上，友

谊商城不再局限做百货，而是抓住东塘商圈庞大

居民群体，增加配套设施如餐饮、医美、运动体

验、美容、影院和 KTV 等品类，弥补商城没有配套

的劣势。

这几年，伴随着星巴克、瑞幸咖啡、7-11 便利

店、华为等相继入驻，年轻客群涌入。

从 2020 年起，友谊商城还引导商户线上

转型，打造了专门直播间，每个品牌每月可申

请 3 场大型直播。资生堂专柜店长廖珊说：“我

们也与商城一起成长，从线下‘柜姐’向带货

主播转型。”

放大文化元素抓住年轻人
——老味道、新潮流，让客人

将消费热情留在这里

伴随着商业转型和消费升级，东塘商圈

如何复兴？

“商业是消费转化渠道，文化和历史才是长

久吸引力。”潇湘电影集团财务总监周明说，进驻

东塘后，他们打造了我省首个“电影+”文创商业

综合体。

走进潇湘影集商场，随处可见电影元素：影

片海报构成的背景墙，以电影《龙门客栈》为原型

的休息亭，还有旧式录音机、电话机等物件展。

毗邻商场还打造了“潇湘小镇”项目。说是“小

镇”，其实是巷子。静谧的巷子、长条麻石……这里

保留了多处上世纪 70 年代老院落和摄影棚，目前

已入驻 30余家文创企业和 90多家品牌商户。

小镇将与不同品牌或者潮流团队进行合作，

策划文创市集、主题展览，或者举办电影发布会、

电影沙龙等活动，吸引众多潮流青年和文艺创作

者互动体验，将消费热情留在这里。

2004 年开业的步步高东塘店是步步高第一

家省城超市店。去年来，步步高将熟邻文化、市井

文化进一步延伸，打造步步高东塘里项目。

相比传统老店的单一购物，东塘里不仅业态

丰富，还多了一些网红范儿。记者看到，网红楼

梯、经典全透明窗户造型，在红绿配色中非常抢

眼，3 层楼房分成多个小空间，多层次布局。虽没

有商业综合体的“高大上”，却“小而美”，极具烟

火气息、老长沙味道。

东塘里定位为“服务于社区的新兴生活方式”，

以东塘周边 63万人群为目标，网络下单、送货上门，

网红菜市场、超市、美食街等需求一站式解决。

东塘商圈设计资源丰富。以地铁东塘站为圆

心，周边 2 公里范围内，汇聚了 1370 余家工程建

筑和设计企业，中建五局、五矿二十三冶、路桥公

司、中国电建中南院等产值、营收过百亿元的龙

头企业就有 6 家 。工程建筑业产值达到 2556 亿

元，占长沙市三分之一、全省五分之一；工程设计

业营收达到 216 亿元，占全省 30%以上。

“以工程设计为抓手，东塘商圈培育壮大文

化创意产业链。将采取一中心(科创公共服务中

心)、一基金(科创基金)、一基地(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一体化运作模式，打造中部（长沙）工程技术创

新智谷。”长沙市雨花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智谷瞄准“1+3+9+N”产业体系，即以 1 个工程技

术产业集群为核心，构筑产业孵化、共享设计、设

计产业联盟 3 大创新发展平台，围绕绿色低碳、智

慧融合，打造碳中和发展研究中心、绿色建筑研

究中心、新型电力系统研究中心、智慧城市研究

中心等 9 大技术创新中心，完善咨询教育、基础支

撑、推广提升等 N 个配套服务。力争 10 年内年产

值突破千亿元。

东塘商圈，正以新的姿态回归。

面对商圈增多、客源分流以及网上消费冲击，作为长沙标志性商业中心之一的东塘商圈，不断调整
优化业态布局——

东塘商圈，复兴之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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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7日电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在美国政府的

纵容和安排下，明目张胆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

一倒行逆施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干涉中国

内政，严重违背美方所作的承诺，严重危害台海

和平稳定。多位专家受访指出，美方在台湾问题

上屡屡采取错误言行，企图打“台湾牌”阻挠中

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这一图谋注

定无法得逞。

美方操弄“台湾牌”变本加厉、
花样繁多

中方针对美台勾连的挑衅行径采取坚定有

力的反制措施，美方声称中方“改变台海现状”。

那么，台海现状到底是什么？受访专家指出，台湾

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只有一个，两岸同属一

国，这是台湾自古到今的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这是几十年来一直不变的台海现状。

这个现状究竟是被谁打破的？专家一针见

血地指出，破坏者恰恰是美国反华势力和台湾

“台独”分裂势力。2000 年，美方把单方面炮制的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

前，把所谓“对台六项保证”放在美国一个中国

政策表述中，这是不折不扣改变现状。蔡英文上

台后不断推进“渐进式台独”，大搞“去中国化”，

在各种场合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假

象，这是明目张胆改变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

室主任汪曙申分析指出，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

一轮紧张和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台湾民进党

当局和美方不断改变现状、制造事端。美方操弄

“台湾牌”动作频频、花样繁多，包括“窜访牌”

“军售牌”“立法牌”“国际参与牌”“经济牌”等。

——“窜访牌”。近年来，美方大幅放宽美台

官方交往约束，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和国会议员

多次窜访台湾，双方往来的层级和频率明显提

升，突破了美方仅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军售牌”。美方持续对台出售武器装

备，2016 年以来对台军售逾 15 次，累计金额近

200 亿美元。今年对台军售就已有 4 次，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

一七”公报规定。

——“立法牌”。美方持续炮制涉台相关法

案，既有单独的涉台法案，也有在综合性法案中

夹带涉台条款，通过国内法对外实施“长臂管

辖”，图谋把中美关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变为本

国的“实务问题”，为“以台制华”提供政策条件。

——“国际参与牌”。美方不断鼓噪支持台

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攻

击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散布“台湾地位未

定”谬论，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经济牌”。美方以助台拓展国际经济空

间为由，怂恿台湾在经济上与大陆“脱钩断链”，

包括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减少与大陆的经济合

作，特别是对两岸科技领域合作进行限制。

汪曙申指出，美方不择手段打“台湾牌”，不

断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严重违反美

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

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美方全方位压榨台湾，岛内
百姓深受其害

“美方行事一贯牺牲他人、满足自己，其一

再操弄台湾问题，加强美台勾连，并非出于对台

湾利益的考虑，相反是在压榨台湾，获取大量经

济与政治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外交学院美

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东说。

“近些年，美方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

严峻的长期挑战，极力渲染和炒作台海问题，根

本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汪曙申指出，眼

看中国整体实力跃升，美方表现出越来越强的

焦虑感。美方不愿放弃台湾这颗重要“棋子”，遂

不断调动盟友加紧介入台湾问题，拉帮结伙阻

挠中国统一进程，以最大限度发掘台湾的“政治

价值”。

专家分析，美方深知民进党当局为谋“独”

必须倚仗自己，于是把台湾当成“提款机”，肆无

忌惮地全面压榨台湾的经济价值。除让台湾花

费巨款对美军购、缴纳高额“保护费”外，美方还

不顾岛内民众强烈反对，要求台湾开放含瘦肉

精的美猪进口、购买美国民航客机；为解决“芯

片荒”，要求台积电赴美建厂，交出库存、客户名

单等资料；美政客还频频收取台湾当局高额“政

治公关费”，编造台“对美外交成绩”……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指

出，民进党当局一心向美国靠拢，以高昂的经济

代价换取虚妄的政治利益，搞经济上的“倚美谋

独”“亲美疏陆”让台湾付出高昂代价，其后果注

定由广大台湾民众承受。

“为换取美方政治支持，民进党当局不惜损

害岛内民众的福祉，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经济

民生利益。”张冠华说。

“以台制华”注定失败，“倚美
谋独”死路一条

“美方任何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保护自身利

益，其一贯的外交政策行为都是牺牲他方、满足

自身，这已被种种事实清晰证明。”中国社科院

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曾润梅说，民进党

为了实现“台独”幻想，深陷“倚美谋独”的迷思，

将台湾命运押宝在贪婪自私的美国反华政客身

上，这种做法极不负责任，也十分危险。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没有任何妥

协退让余地。中方绝不会坐视美国打‘台湾牌’

服务国内政治和政客私欲。”厦门大学台湾研究

院院长李鹏指出，美方不论以什么方式支持纵

容“台独”，最终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台湾

问题上挑衅滋事，企图以此迟滞中国发展，完全

是徒劳的。美方须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

华”，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指

出，美台加紧勾连挑衅的背后，包藏的是“以台

制华”的祸心，打的是“倚美谋独”的算盘。民进

党当局甘心充当美国反华势力的“棋子”，肆无

忌惮谋“独”挑衅，完全是误判了形势，打错了算

盘，绝不可能得逞，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朱松岭说，中国历史上曾饱受列强侵略，包

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14 亿多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历

史的悲剧重演。

新华社南京 8月 7日电 7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

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打击和

远距离空中打击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连续出动预警机、轰炸机、干扰

机、歼轰机、歼击机等多型多批战机，继续在台岛

周边空域成体系实施联合侦察、制空作战、对地突

击、支援掩护等实战化演训。在海空体系支援下，

空中打击兵力协同远箱火、常规导弹部队，区分多

个方向，对预定目标实施联合精确打击演练；多支

轰炸机编队按照预设航线，南北双向穿越台湾海

峡；数架歼击机联合海上驱护舰开展联合演训。

东部战区空军参谋部某处处长张智说：“此

次行动，系统检验了信息化条件下体系进攻战役

战法，锤炼提升了对岛屿要害目标精确摧毁能

力，确保空中力量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亮

通讯员 王妍 袁慧 唐时荣

建设现场，工人们头戴安全帽专心施工，汗

水沿着脸颊不断滑落；高速公路一线，机电组迎

着烈日爬上门架，维修光纤电缆……今夏，面对

炎热天气，湖南省属监管企业不惧“烤”验，始终

坚守在工作一线，忙建设、抢进度、稳生产、保民

生，展现国企担当。

省建设投资集团：助力首届旅发大会

烈日当空，骄阳似火。8 月 4 日，张家界市永

定区西溪坪街道，楼宇之间随处可见脚手架与安

全网。省建设投资集团的工人们头戴安全帽，身

穿橘色反光背心，正进行墙壁外表面施工。

38℃的高温下，汗水很快浸湿了工人的衣衫

和马甲，豆大的汗滴不断落下。项目管理人员则

备好了各类防暑物品，同时合理安排工人作息时

间，确保施工安全。

为迎接首届湖南省旅游发展大会，永定区城

市风貌整治项目于 6 月开始施工，共涉及七条主

线近千栋房屋。项目部上下齐心协力克服高温不

利影响，目前已完工 650余栋，铺开工作面达 90%。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全力支持张家界市办好

首届省旅发大会是国企义不容辞的责任，省建设

投资集团将严格按照既定方案和时间节点，坚持

高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加快推进永定区城市风

貌整治项目建设。

现代投资有限公司：高速路上保通保畅

在烈日的炙烤下，高速公路的路面温度能达

到 50℃。

8 月 3 日中午，耒阳养护路产安全管理所的

工作人员徒步走在高速路上，头顶的骄阳、路面

升腾起的热浪，让他们无处可“躲”。

现代投资经营高速公路里程达 521 公里，其

相关负责人介绍，高温天气下，高速公路存在诸

多隐患，设施设备易发生故障，容不得一丝松懈。

8 月 4 日，在长韶娄高速 K62 公里处，长韶娄

高速收费机电组的工作人员爬上门架，对光纤电

缆进行维修。顶着烈日忙碌 2 个小时后，工作人

员的皮肤被晒得通红。

作为“抢修队”，机电组每天穿梭在 140多公里

的路段上，到 7月底，已连续在一线“奋战”一个月。

维修情报板、摄像机，调试车牌抓拍设备，处理光纤

传输故障。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湘水集团：错峰施工特设休息室

8 月 2 日，当清晨的阳光照射在澧水河畔时，

湘水集团旗下省水运投石澧项目青山枢纽工程

的工人已戴上安全帽，穿上反光衣，走上工地开

始了作业。

至上午 10 时，工人停工返回宿舍休整，到下

午 4 时左右，工人开始上工，工作至晚上 8 时。

澧水石门至澧县石澧航道建设工程是 2021年

开工的省水运重点建设项目，工期 48个月。近期，

该项目青山枢纽船闸和泄水闸施工建设全面铺开。

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进度，项目部联合

各参建单位精心部署，在确保工程建设的同时，

为建设者们带来清凉一“夏”。

除了错峰施工，项目部还在现场设置了工人休

息室，配备了空调、饮水机、凉茶、解暑药品，还安排了

专门的医护人员，贴心的安排让工人们干劲十足。

截至 7 月底，石澧项目青山枢纽已完成投资

1.1 亿元，超过预期计划的 21%，为完成年度任务

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省属国企：高温下的坚守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联合演训检验精确打击能力

夜幕下的东塘商圈流光溢彩，人气火爆。 万超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