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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是有底
线的， 至少要保持7%增长水平，在
增速放缓的同时， 加快改革发展和
经济转型。”龙永图认为，近年来，中
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
中， 要保持经济两位数增长完全有
可能， 当前的经济下行是政府主动
调控的结果， 目的是为改革换取更
大的空间。

在他看来，未来三年，随着新型
城镇化进程不断提速， 新型城镇化
投融资需求将达25万亿元， 包括机
械、房地产、环保、家具建材和建筑
等五大行业都将分享到政策红利。
事实上，经济增长后民生是否改善、
社会是否稳定公正，以及贫富悬殊、
地区差异缩小， 是衡量经济转型成
功与否的标准。

会上，另一位主讲嘉宾———著名
经济学家、 国务院参事汤敏表示，当
前，中国经济开始企稳，但投资乏力，
内生动力不足， 进入增长焕发期，即
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期。

汤敏指出， 从各国的发展历史
来看， 一个国家不可能人为地一直
保持高速增长和GDP失态。 从国内
经济形势来看， 中国正进入一个比
较痛苦的结构型调整期， 但这些阵
痛的过程是必要的。

“2014中部产业经济暨中国家居产业转移经济高峰论坛”在益阳举行

龙永图：经济增速下滑是政府主动为之

昆仑山挑战 6000完美收官
明星带领消费者见证珍稀水源

超市货
架上的瓶装
水种类五花
八门， 广告
里的瓶装水
概念天花乱
坠， 到底喝
什么水才健
康、放心？

近日 ，
在气质女神
安以轩和越
野名将黄威
志的带领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百
名消费者和媒体代表在历经 6
天的漫长自驾旅程后，成功抵达
海拔 6000 米昆仑雪山， 探秘昆
仑山工厂，见证了高海拔、零污
染的中国最珍稀水源地，深入了
解雪山矿泉水的珍贵属性。

昆仑山雪山矿泉水的水源
地位于青藏高原海拔 6000 米昆
仑雪山，常年冰雪覆盖，人迹罕
至。积雪慢慢融化后，渗入岩层，
经过 50 年的过滤和矿化， 形成
珍贵的雪山矿泉水。

昆仑山雪山矿泉水品牌副
总监杜文汉在接受笔者采访时
介绍，2009 年至今，昆仑山每年
都会邀请消费者参观工厂及水
源地，截止到目前，已经有数千
名消费者零距离感受雪山。 2013
年，法网和澳网女单冠军李娜也
作为“好水推广大使“亲自率媒
体前往昆仑雪山水源地探访。今
年，昆仑山对活动进行了重磅升
级，在全国九大城市、昆仑峰汇
平台、微博、微信上展开全面招
募，最终选出消费者和媒体代表
参与到活动中。我们希望通过自

驾，让每一位参与者更深刻感受
青藏高原的独特魅力、 生态环
境，更深入了解雪山矿泉水的珍
贵属性。

消费者代表王先生在活动
结束后表示，“从西宁到昆仑雪
山， 有太多人迹罕至的路段，只
有一些运输的车辆和偶尔途径
的行人。 沿途非常的坎坷，山路
崎岖，山脉荒凉。 没想到每一瓶
雪山矿泉水都是通过如此漫长
的路程送到我们手中。四级保护
地非常美， 后面就是昆仑雪山，
原生态的环境让人沉醉。 ” 同
时， 他还补充，“工厂的工人很
辛苦， 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工
作，只为保障每一瓶雪山矿泉水
的品质，这是雪山矿泉水独一无
二的珍贵。 ”

珍稀水源地造就了雪山矿
泉水的健康品质，已经让昆仑山
连续两年蝉联高端水市场第一
品牌。伴随大众健康饮水意识的
提升，作为国内雪山矿泉水品类
的创领者，昆仑山无疑将领跑国
内的健康饮水的消费新风潮。

（王玲）

大爱历久弥坚，华润怡宝百所图书馆计划迈入第八年

“1+1书送爱” ，2014华润怡宝百所图书馆计划启动
随着暑期的来临，家长选书难、儿

童读物良莠不齐等问题再度回温。 7
月 27 日，“1+1� 书送爱” 为主题的华
润怡宝百所图书馆计划在深圳少儿图
书馆正式启动。 今年华润怡宝针对少
儿读物社会需求，联合腾讯文学、南方
都市报，向社会发起寻找“百图书单”
号召。

启动仪式上，华润怡宝方面负责人
表示，2014 年百所图书馆计划整合了
更多资源，将于全国三十余座城市展开
图书募集、图书馆捐建、爱心回访之旅
等活动。 同时也会邀请学术界知名人
士为孩子们推荐读物，作为百所图书馆
的书单。 力求做到不仅让孩子有书读，
还要让孩子们有好书可读。

“分享知识，解渴心灵”全民响应，
争为孩子推荐书单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大量权威媒体
就儿童阅读领域提出了问题， 网络上也
有部分家长以举牌宣誓的形式表达了儿
童读物内容的担忧。 就此华润怡宝方面
表示正是基于儿童阅读环境刻不容缓的
问题， 今年的百图计划中才更加重视捐
赠书籍的质量，同时引入腾讯文学协作，

以期达到使更多孩子受益的目的。

大爱无声，善行不息，
坚守 7年公益路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一
本好书，对很多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而
言，也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华润怡
宝百所图书馆计划正是基于这样的立
意，恪守“分享，信任” 的理念，通过发
动全社会的力量，采用“你捐一本书，
我送一瓶水” 的创新手法，鼓励市民与
怡宝一起，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赠课
外书籍，共同建立华润怡宝图书馆。

七年来，“百所图书馆计
划” 根据“分享知识、解渴心
灵” 的项目理念，通过“捐建
新馆” 、“互动回访” 、“爱心
捐书” 、“图书漂流” 、“优秀
图书馆” 、“讲书日” 等活动，
号召公众共同参与爱心分享
活动，关注乡村孩子的成长，
改善乡村孩子的阅读现状。
截至 2013 年底，“华润怡宝
百所图书馆计划” 已经在广
东、江西、湖南、福建、安徽、
河南、河北、西藏、新疆等 18

个省市共建设了 105 所华润怡宝图书
馆，实现了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中小
学捐建图书馆的初衷，完成了第一个百
所目标。

百所图书馆计划参与方式
即日起，华润怡宝百所图书馆计划

将陆续在全国展开。长沙的活动也同期
于周末展开，落地多个社区进行。 消费
者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活动。参与者
除了现场参加社区捐书活动，也可关注
@ 怡宝公益官方微博或微信了解活动
详情。

野性的诱惑 猎豹Q6全新诠释硬派时尚
作为国内专业 SUV 的中坚力量，

猎豹汽车旗下产品方方正正的外形别
具特色， 加上强悍的越野性能， 猎豹
6481、 猎豹黑金刚等 SUV 车型一直以
“硬派经典”的印象在人们心中。不过，
新近上市的猎豹 Q6，外观可以说是脱
胎换骨， 以全新的动感时尚来到人们
面前。

猎豹 Q6 是猎豹汽车发布新品牌
形象、 新家族化脸谱以来的新一代主
打产品，采用了全新的品牌设计风格。

直边勾勒的倒梯形中网，晶格式造型的
全黑格栅，营造出鲜明的运动感。 采用
中网边框延伸到大灯上方的特别设计，
与之相对的是保险杠与前包围相连的
凸起造型，醒目之余更显品牌特征。 大
灯造型同样以直线为主，加上隆起的引
擎盖线条， 整个前脸构成抽象的 “豹
脸” ，让人过目不忘。

总体来说， 基于数十年来对 SUV
市场的深刻理解，猎豹 Q6 对其刚强本
色有更多时尚化的表达，全新的品牌设

计风格令人惊喜，相信其不仅能更好地
被现有客户群体接受和喜爱，对年轻人
群也增强了吸引力。

日前，猎豹 Q6 在全国范围已全面
到店。

在 SUV 备受市场欢迎的今天，继
承了猎豹汽车一贯出色的空间舒适度、
油耗水平、制造品质及驾驶性能，融入
时尚越野的设计理念，猎豹 Q6 定将成
为 20 万元以内越野 SUV 市场颇具影
响力的一支新秀。

龙永图表示， 十几年
前， 我们提到经济全球化
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动
力、 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贸
易和投资为载体， 来进行
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
移和产业调整。十几年后，
当我们谈到中国经济转型
时， 其实际上就是企业的
产业升级和转移来推动整
个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转
型。他以“益阳·顺德城”为
例指出，近年来，中国的产
业转移面临新的形势，以
“益阳·顺德城” 为代表的
传统家居企业， 正通过以
产业的转移和调整来推动

中国经济的转型， 追求实
实在在、 没有水分的生产
总值， 追求有效益、 有质
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汤敏也认为，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正在悄悄地发
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未
来中国经济不靠政府金融
财政刺激， 而是依靠释放
企业市场活力， 比如说把
顺德的家具产业转移到中
西部地区来，可能是益阳、
湖南乃至中国经济在原有
基础上拓展新的增长点。

据“益阳·顺德城”首
席执行官邓振华表示，项目
落户益阳，以顺德和乐从家

具协会的 2000家会员 、
5000多个会员品牌为依
托，以一体化产业链的集群
作用，将彻底改写中西部家
居产业格局，把湖南家居产
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据了
解，“益阳·顺德城” 全部建
成后，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00亿元， 利税35亿元，可
解决15万人就业，标志着顺
德家具在“走出去”向“走进
去”的道路上迈进了新的时
代，这不仅对促进益阳经济
转型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
的意义，还为湖南乃至整个
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带来强
劲动力。 ■记者 李庆钢

安慕希酸奶登陆步步高
8月2日，伊利安慕希常温酸奶在步步

高超市长沙26家门店率先开售，近期还将
在省内200余家门店全面铺开， 市场售价
为1箱12盒66元。

步步高超市事业部采购部部长罗杰介
绍， 虽然目前湖南常温奶占据70%奶制品
市场，酸奶仅占30%，但就销售情况而言，
酸奶较去年同比增长37%，是未来趋势。

常温酸奶无需冷柜储藏， 有5个月以
上的保质期。另据了解，安慕希酸奶蛋白
含量较普通酸奶高出35%。 ■记者 朱蓉

8月2日，河西通程商业广场麓山店中
厅进行了一场传统的“中国式爱情”主题
婚礼。婚礼之前，由长沙网征集的数对情
侣上台分享了爱情经历。随后，在近500名
嘉宾及顾客的见证下，新郎吕斌与新娘刘
维举办了中式婚礼。喜糖、饮料、蛋糕，再
加上鲜花与红妆， 让现场显得喜气洋洋。
通程百货透露，此次“中国式爱情”主题婚
礼是创新尝试，也欢迎顾客来沟通在商场
大中厅举办活动的想法，互联网时代要敢
于尝试和突破。 ■记者 朱蓉

通程百货举办中式婚礼

“中国经济增速有所趋缓是政
府主动调控的结果。”在日前于湖南
益阳召开的“机遇·崛起———2014
中部产业经济高峰论坛”上，经济学
家、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
代表、原国家外贸经贸部副部长、原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龙永图
就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作主题演讲
时指出。

产业升级和转移将成经济新引擎

增速7%或成新常态

著名经济学家龙永图在日前举办的论坛上发表演讲。

8月2日晚，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14089
期开奖， 全国一等奖井喷， 中出9注一等
奖，每注奖金627万多元，其中1注进行了
追加投注，多获得376万多元的追加奖金。
当期我省喜中1注627万多元一等奖，出自
怀化市12048体彩投注站。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8天内我省彩民中的第3注超级大乐
透一等奖， 前两注一等奖奖金均为1000
万，分别在7月26日晚第14086期和7月30
日晚第14088期中出。至此，我省今年已经
收获11注超级大乐透一等奖，其中单注最
高奖金高达1824万元。

湖南彩民八天中三巨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