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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拾零

本报12月22日讯（记者 陈永刚）12月
22日，长沙晚报报业集团麓谷文化产业园
举行简朴而热烈的奠基开工仪式，该文化
产业园计划3年内基本建成。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麓谷文化产业园项
目位于长沙市岳麓大道与西三环交汇的东
北角，项目净用地100亩，总投资12亿元，总

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主要用于建设新闻
出版中心、新媒体创意中心、印务中心及配
套设施。长沙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龙钢跃介绍， 建成后的麓谷文化产业园，将
是一个集传媒内容生产、新媒体运营、文化
产业经营于一体的现代传媒基地，一个集展
示、编辑、发布、直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现

代传播平台，一个集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文
化创意于一体的现代城市综合体。

目前，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拥有核心媒体
《长沙晚报》、《星沙时报》、《知识博览报》等9
大子媒体和8家经营性子公司。2011年5月5
日，《长沙晚报》在纽约、伦敦等全球153个城
市实现卫星终端同步发行。

长沙晚报麓谷文化产业园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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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雅惠

即将过去的2013年， 电视湘军成
了全国电商的“财神爷”。仅湖南卫视年
初的《我是歌手》和年尾的《爸爸去哪
儿》两档综艺节目，就给全国电商带来
了无限商机。意外惊喜之余，湖南电商
有意搭上电视湘军的“便车”，将这种商
机转化为滚滚财源。

热播电视引发网购热潮
今年最火的综艺节目是什么？非湖

南卫视推出的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
莫属，央视索福瑞监测的收视数据足以
证明。

节目热播之际，“爸爸去哪儿”几个
字也成了购物网站的最热搜索词。节目
中几个小朋友穿的服装、鞋子，使用的
箱包，玩过的玩具，甚至连吃饭用的碗
筷，都成了热卖品，在网上随便搜索一
下，就能找到同款的上千件产品，其中
以亲子装和背包最为热门。

在此之前，获得超高收视的湖南卫
视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第一季）一经

播出，歌手们的穿着打扮成了市民的
热门话题。在总决赛电商“唯品会”借
势投放了电视广告，如愿以偿掀起品
牌服饰专题网购热潮。“唯品会”趁热
打铁，拟在《我是歌手》（第二季）播出
期间，推出《我是买手》明星品牌专
场，再次借力电视银屏热销商品。

热播电视节目能掀起相应网络
购物热潮不是偶然。来自淘宝的数据
显示，2012年最火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自5月14日开播之后，5月14日
至18日， 就有584万余人次搜索零食
特产，成交729万余件，此前冷门的毛
豆腐、松茸、诺邓火腿、乳扇等食品，
在短时间内网络销售额快速增长。

“电视荧屏已成为电商非常看重
的渠道， 打通电视屏和PC屏势不可
挡。”作为湖南率先探索“多屏合一”
的知名电商，嗨淘网总经理孙振坤表
示，湖南电商应把握这一商机。

电商打通电视屏圈占“粉丝”
孙振坤所说的“商机”， 本质是

“通过多屏合一，使观众、用户和消费
者形成循环互动。”

电子商务在经历了价格战、资源
争抢、砸广告和建仓库物流之后，“粉
丝”效应已经成为新的刺激点。

基于此，嗨淘网打通电视荧屏与

PC屏的营销模式，不同于电视购物，并
非为推销产品，所求只为圈占“粉丝”。

所谓“粉丝”，由英语“Fans”演变
而来，专指狂热的追随者。每个电视热
播节目的背后都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
的“粉丝”团，而每个“粉丝”都是最优质
的目标消费者。“电商已经进入了以粉
丝为核心的3.0时代，有粉丝才有未来，
打造社群比打广告拼流量重要得多。”
孙振坤确信，“粉丝经济+自有品牌+品
牌代理” 就是嗨淘网盈利之道， 也是
B2C电商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

在孙振坤看来， 传统的电视购物
无法真正打通电视屏与互联网，“除非
能普及只需遥控器就可在电视上完成
商品选择到在线支付的一体化购物流
程，然后坐待快递员送货上门。”因此，
电商借力电视屏必须另辟蹊径， 自制
节目是有效路径之一。 嗨淘网计划明
年在湖南卫视周五黄金档， 投放大秀
级时尚类节目《时尚之星》，邀请一线
女明星以服装设计师的名义进行比
赛，在利用明星效应保障收视率同时，
女明星设计的服饰在嗨淘网等待节目
“粉丝”购买。

孙振坤透露，嗨淘网在深圳卫视、
青海卫视都有类似的节目投放计划。
“关键是要有优质的内容，保证了节目
收视率，就必然能圈占观众。”

电视湘军助力湖南电商突围
事实上，优质的内容不仅是圈占“粉

丝”的砝码，更有可能成为湖南电商在全
国电子商务领域“突围”的重要手段。

根据国际咨询机构贝恩的预测，中国
网购市场有望保持32%的年均增速，到
2015年规模将达3.3万亿元。

蛋糕在做大，行业集中度也在不断提
高。据报道，在中国B2C市场，前5名的市场
占有率已超过75%；而在自营式B2C市场，
京东一家的市场份额，就超过了第二名到
第九名的总和。对于还在成长期的电商而
言，经营环境更加严峻，甚至面临边缘化、
彻底出局的危险。 而湖南电商大多未成
熟。

“PC屏已经没什么好争的了，能在手
机屏和电视屏上占住一席之地就能突
围。”孙振坤坦言，这个趋势早已成为行
业共识，阿里巴巴、小米等电商行业巨头
同样将打通电视屏作为未来发展战略，

“但他们都只能从硬件入手，我们有电视
湘军这个背景， 可以从软体内容入手占
领电视屏，优势得天独厚。”

快乐购常务副总经理唐靓对此“英雄
所见略同”， 认为即使强大如阿里巴巴要
涉足电视，操作系统、内容也需要交给专
业第三方代为操作，“电视湘军在这方面
实在具有很大的优势。”

▲12月6日， 通道侗族自
治县规划局三名工作人员因
玩忽职守被检察机关移送法
院起诉。曾某、袁某、王某在工
作期间，对该县某房地产开发
项目发放规划许可证正本时
玩忽职守，违规发放的规划许
可证正本面积超规划许可证
副本面积3794㎡，给国家造成
经济损失130余万元。9月27
日，曾某、袁某、王某因涉嫌玩
忽职守罪被县检察院立案侦
查，现已侦查终结。目前，案件
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吴仁建 祝杨焱
▲12月14日，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一名叫曾德友的装
修工人在做装修时发生不幸。
曾往墙体嵌入钢钉的过程中，
由于未戴防护面罩，钢钉反弹
入眼。经医生检查发现，曾的
左眼被长约3厘米的钢钉插
入，贯穿角膜，虹膜、晶状体直
至刺穿视网膜。经过长约１个
小时的抢救，患者眼部钢钉虽
被成功取出, 但由于钢钉刺穿
视网膜， 患者的左眼只剩光
感，后期还需继续治疗。

刘杰华 颜丫丫
▲12月14日10时15分，广

州市古某在衡阳东站进站候

车时，发现跟在身后的13岁儿
子小高不见了， 四处寻找无
果。接到报案后，衡阳东站执
勤二队队长邹敏迅速带领民
警分头寻找，并立即调取了监
控录像，结果发现一个与古某
描述很相似的男孩登乘了
D2102次列车。 邹敏迅速将情
况通报给了执乘D2102次列车
的警组，请求协助查找并保证
男 孩 的 安 全 。11 时 15 分 ，
D2102次列车运行在衡阳东至
衡山西站间时，乘警根据男孩
的体貌特征， 最终在6号车厢
将其找到。

杜盛辉 胡宇辉
▲12月11日上午， 无证驾

驶车辆的高某被石门县交警大
队送进县看守所， 行政拘留15
天。这天，石门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东城中队民警在易家渡镇杨
二汊社区路段，发现一辆牌号为
J66690号的小型轿车未放置检
验合格标志上道行驶，随即要求
该车靠边停靠接受检查。民警通
过核查，确认高某未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悬挂的号牌也不是该车
的牌照号码，而且车辆已达报废
期限。

刘宏 伍千喜
专栏编辑 欧金玉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 视野

电商借力热播电视节目攒“粉丝”
每个电视热播节目背后，都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粉丝”团；而每个“粉丝”都

是最优质的目标消费者———

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黎治国

赵云海 ： 民生着力在扶
贫 ，扶贫根本在富民 ，富民关
键在产业，最终让老百姓过上
好日子。

今年4月上任的赵云海，
始终将保障民生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两个月
内，对桑植县39个乡镇（场）进
行了全面调研。

12月9日， 在桑植县洪家
关乡实竹坪村的花卉苗木基
地，栽种、调运苗木的村民们
忙个不停，记者在此遇见正调
研乡村产业发展的赵云海。

“民生着力在扶贫，扶贫
根本在富民， 富民关键在产
业， 最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赵云海告诉记者，桑植按
照“产业扶贫、工业兴县、绿色
发展”的发展思路，在农村，立
足资源优势， 以大户带动、土
地流转、 规模经营等方式，大
力发展油茶、蔬菜、烟叶、大鲵
等支柱产业，成为产业扶贫的

重要方向，而贯穿其中的就是
绿色发展。

赵云海介绍，桑植县是典
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属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武陵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重
点县。今年，立足产业扶贫连
片开发、整村推进、扶贫到户
三大举措， 整合资金2.3亿元，
先后对42个贫困村实施产业
连片扶贫开发，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3406元，减少贫困人口
逾1.2万人。

以实竹坪村为例， 对于整
村推进提升扶贫开发整体效
果，赵云海娓娓道来，坚持“一
村一品”，为每一个村选准主导
产业，坚持“企业+基地+专业合
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壮大规
模， 扩大产业覆盖面， 打响品
牌， 让百姓形成稳定的收入来
源；充分发挥党员“四培四带”
作用，大户示范效应明显，做到
开发一片、 见效一片， 致富一
片、带动一片，提升扶贫开发整
体效果。

目前，桑植已提出“稳步
发展烟叶、 巩固提高油茶、优
化提质茶叶、重点突破大鲵和
蔬菜”的产业发展战略，出台
了推进大鲵、 蔬菜两大产业5
年行动计划。 力争通过5年时
间努力，实现商品大鲵养殖量
达到100万尾， 综合年产值达
到20亿元，建成大鲵种质资源
中心、中国大鲵产品加工中心
和中国大鲵研究中心；蔬菜产
业立足梯带气候条件，围绕高
山蔬菜、城镇蔬菜、加工蔬菜
三个重点， 着力抓好2个蔬菜
产业带、1个蔬菜产业片、2个
蔬菜示范园建设， 确保建成8
万亩蔬菜基地。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胡四清 谭洁

【判决结果】
日前，华容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一起

因病人住院期间摔倒，医院未及时确诊致
其偏瘫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病人黄某
所住的医院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5万
余元。

【案情回放】
2012年7月22日， 家住华容县东山镇

红烈村的黄某，因血吸虫病到华容县血防医

院住院治疗。7月24日，黄某下床活动时在医
院传达室门口突感头晕， 下蹲时不慎摔倒，
后回病床休息，医生对其进行体检，未见其
头皮损伤和神志障碍等神经系统表现。第二
天，黄某出现意识障碍，至另一医院CT检查
显示：脑组织挫裂伤并脑内多发血肿。随即，
黄某转入岳阳市人民医院， 急行开颅术治
疗。后经司法鉴定，黄某肢体左侧偏瘫，伤情
为二级伤残。经医疗事故鉴定，华容县血防
医院未能及时诊断黄某损伤，以致延误了诊
治，存在过失，该过失与患者黄某左侧偏瘫
不良后果有一定关系，参与度约20%至30%。
黄某诉至法院要求华容县血防医院赔偿医

疗费、误工费、生活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59万余元。

【法官说法】
此案承办法官谢冬冰说，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4条“患者在诊疗
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
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
华容县血防医院因未能及时诊断黄某颅脑
损伤，延误了诊治，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医疗过失参与度酌情定为30%。

【温馨提示】
人命关天，医院千万马虎不得。

县（市、区）长 话民生

产业扶贫促民生
———访桑植县县长赵云海

赵云海 通讯员 摄

病人摔倒致偏瘫

医院未及时确诊被判担责

本报12月22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随着
国家对医保投入的加大，这些
“救命钱”能否用在“刀刃”上，
备受老百姓关注。昨日，省医
院协会医保管理专业委员会
正式成立， 将致力于搭建医、
保、 患三方交流沟通的平台，
让医保资金最大限度发挥作
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中指出：“改革医保支付方
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
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
救助制度。” 省医院协会医保
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向
华介绍，作为医保资金最终端
使用部门，面对医疗服务需求
迅速上升的现状，在保证医疗
质量和安全的基础上，为参保
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一直是
医院管理者探讨和思考的问
题。 目前医保存在按项目、按
人头、按病种、总额预付等支
付方式，各有优劣，如何调整
医保最佳运行模式，推进医院
医保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是
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据悉，该专业委员会挂靠
省人民医院，由各医院的医保
部门专业人士组成，将作为医
保部门和医院沟通的桥梁，向
政府反映医院医保专业管理
工作者的意见和要求，上报医
保资金在医院使用中存在的
问题， 促进医保制度完善，并
通过在医疗卫生行业内开展
医疗保险教育与培训，提供医
院医疗保险管理专业水平。

以案 �说法

违规发证被起诉
钢钉反弹插左眼

最大限度发挥
医保资金作用
我省成立医院协会

医保管理专业委员会 12月21日，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平
茶镇江边村 ， 一对
新婚青年在 “回神 ”
仪式上互喝交杯祝
福酒 。“回神 ” 是苗
家传统婚礼中的一
个重要仪式 ， 新娘
被娶到新郎家的当
天 ， 要到寨前的古
树下念祖祭神 、祈
福。

龙本亮 石朝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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