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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对于每一位湖
南人而言，在这个肃穆庄严的日子
里，应当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

以国家的名义，将每年12月
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 。此举的目的 ，在于表
达对在南京大屠杀中不幸遇难
的30万同胞的沉痛悼念，并以此
铭记历史 ，警示后人 ，增强民族
凝聚力；同时，通过这样的活动，
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
屠杀 、 掩盖侵略历史的种种图
谋，表达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坚
强决心。

国家公祭日，绝不只是国家
的事。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里，我
们首先应当了解并记住南京大
屠杀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了解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
的战争罪行 ，不做 “历史盲 ”。当
下，不少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学
生 ，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这样

的现状必须改变 。怎么改 ，如何
变？不妨就从参与国家公祭日开
始，将“7·7”、“9·18”、“12·13”这
些对中华民族有着特殊纪念意
义的日子铭刻于心。

湖南是当年抗击日寇侵略
的主战场之一，无数湖湘子弟在
这场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种族灭
绝的战争中毁家纡难 、 浴血奋
战，书写出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
历史，三湘大地上留下了众多警
示历史的抗战遗存、遗址。因此，
在关注有关国家公祭日活动的
同时 ， 不妨领着家人到革命陵
园 、历史遗址纪念馆 ，点上一支
烛，献上一束花，留下一段话，表
达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悼
念，向那些在抵御外族侮辱中英
勇献身的民族英烈表达心中的
敬仰之意。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我们
要将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转化
为无形的精神力量，进而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巨大的民
族凝聚力。

本报记者 李伟锋

截至11月底，湖南已有移动互联网
企业500家， 其中今年新增企业近400
家。1月至11月，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实
现经营收入140余亿元，同比增长110%
以上。

移动互联网产业领域集聚了58同
城、易宝支付、中移电子商务、央视网商
城、快乐购、拓维信息、中清龙图等一批
优势企业，智能终端制造、云计算、大数
据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研发服务等相
关产业也在快速发展。

湖南如何抢抓新机遇，使移动互联
网产业异军突起？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
又形成了哪些特色板块？未来发展又有
多大空间？且看省经信委副主任陈松岭
详解缘由。

湖南 发 展 移 动 互 联 网
产业“现实优势”明显

记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湖南为
何选择布局移动互联网产业？

陈松岭：新常态孕育新机遇。近年
来，由移动互联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已
成为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振
兴最强有力的催化剂， 如移动支付、互
联网金融等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从长远
来看，在巨大的市场增长空间、通讯基
础设施日益完备以及国家政策大力扶
持等内外部多重因素共同助推之下，移
动互联网产业蕴藏巨大“红利”。

省委、省政府积极把握全球移动互
联网产业发展趋势，立足我省移动互联
网产业现状，提出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
产业，目标直指“千亿产业”。

记者：湖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具
备哪些优势？

陈松岭：湖南布局移动互联网产业
这一经济“新蓝海”并实现了“互联网速
度”的发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拥有
一定“现实优势”。

湖南信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

居中部前列，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院士数
量处于全国前四、 中部第一。“微信之
父”张小龙、陌陌创始人唐岩、58同城创
始人姚劲波、易宝支付CEO唐彬、清科
董事长兼CEO倪正东、拓维信息董事长
李新宇……这些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风
云人物，均是湖南人。目前在全国移动
互联网领域精英人士中， 近1/3是湘籍
企业家。今年这些湘籍“大佬”纷纷回湘
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为全省移动互联
网产业蓬勃发展提供了示范、支撑。

移动互联网与我省先进制造业、文
化传媒产业快速融合，为移动互联网产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省、市、园区均出台政策
支持，湖南在全国属唯一

记者：在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政策支
持上，湖南有何“妙招”？

陈松岭：有业界人士称，湖南省是
以互联网的速度出台了鼓励扶持政策。

今年春节过后不久，省长杜家毫主

持召开移动互联网产业专题会议，明确
要求尽快出台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意见和政策。仅过了5天，省政府就
发布《关于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意见》。2月24日，省政府正式发布《关于
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

同时，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也相继
出台政策，对移动互联网产业给予大力
支持。

从全国范围内看，省、市、园区均出
台政策支持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湖南在
全国属唯一。

从扶持资金上看， 省财政连续5年
每年拿出2亿元专项资金， 支持移动互
联网产业发展。 对一个单一产业设立2
亿元专项资金，这在我省产业发展历史
上实属罕见。

具体政策上，我省规定，对于总部
型经济来湖南建设区域性中心，或者通
过分拆业务建立全国性中心的，最高一
次性给予1000万元的项目落地补助资
金支持； 对于高端人才来湖南投资创

业，最高可以资助500万元；支持高端
人才、回湘人士、大学生和小微企业的
创新和创业……

今年5月， 省政府正式授牌长沙高
新区为省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长沙
市和长沙高新区随即各拿出1亿元，支
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记者：如此实惠的扶持政策，效果
如何？

陈松岭：形成了洼地效应。今年以
来，相继有央视网商城、58同城、金蝶软
件、易宝支付、中清龙图等企业进驻湖
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长沙高新区今
年新注册落户移动互联网企业380多
家。

政策好处实打实落到企业头上。5
月份，三级联动兑现第一批专项扶持资
金，有21家企业获得专项补助；9月份完
成第二批专项资金的申报，获批扶持资
金达1亿元。

长沙有望成为全国移动
互联网创业“第五城”

记者：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将有
怎样的未来？

陈松岭：可以说，湖南移动互联网
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之所
以这么判断，基于政策“红利”持续“发
酵”， 在移动金融、电子商务、教育、动
漫等诸多领域聚集了一批优势企业，孕
育着产业崛起的强劲内生动力。比如移
动金融业务领域，58同城、 易宝支付将
其金融主业务总部落户长沙；目前正在
长沙建设中移电子商务基地，湖南将成
为中部地区移动互联网金融中心。

2014年， 可以说是湖南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元年”，随着新进驻企业和
新布局产业逐步释放能量，未来，湖南
移动互联网产业将呈现“爆发式”发展，
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点。
湖南也致力将长沙打造成为继北京、上
海、深圳、成都之后的全国移动互联网
创业“第五城”。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周
小雷 通讯员 陈玉平）12月11
日，武警湖南总队与省卫计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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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祭日，绝不只是国家的事

湖南开展警地医疗保障协作

本报记者 李伟锋

截至11月底，湖南已有移动互联网
企业500家， 其中今年新增企业近400
家。1月至11月，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实
现经营收入140余亿元，同比增长110%
以上。

移动互联网产业领域集聚了58同
城、易宝支付、中移电子商务、央视网商
城、快乐购、拓维信息、中清龙图等一批
优势企业，智能终端制造、云计算、大数
据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研发服务等相
关产业也在快速发展。

湖南如何抢抓新机遇，使移动互联
网产业异军突起？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
又形成了哪些特色板块？未来发展又有
多大空间？且看省经信委副主任陈松岭
详解缘由。

湖南 发 展 移 动 互 联 网
产业“现实优势”明显

记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湖南为
何选择布局移动互联网产业？

陈松岭：新常态孕育新机遇。近年
来，由移动互联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已
成为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振
兴最强有力的催化剂， 如移动支付、互
联网金融等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从长远
来看，在巨大的市场增长空间、通讯基
础设施日益完备以及国家政策大力扶
持等内外部多重因素共同助推之下，移
动互联网产业蕴藏巨大“红利”。

省委、省政府积极把握全球移动互
联网产业发展趋势，立足我省移动互联
网产业现状，提出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
产业，目标直指“千亿产业”。

记者：湖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具
备哪些优势？

陈松岭：湖南布局移动互联网产业
这一经济“新蓝海”并实现了“互联网速
度”的发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拥有
一定“现实优势”。

湖南信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

居中部前列，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院士数
量处于全国前四、 中部第一。“微信之
父”张小龙、陌陌创始人唐岩、58同城创
始人姚劲波、易宝支付CEO唐彬、清科
董事长兼CEO倪正东、拓维信息董事长
李新宇……这些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风
云人物，均是湖南人。目前在全国移动
互联网领域精英人士中， 近1/3是湘籍
企业家。今年这些湘籍“大佬”纷纷回湘
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为全省移动互联
网产业蓬勃发展提供了示范、支撑。

移动互联网与我省先进制造业、文
化传媒产业快速融合，为移动互联网产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省、市、园区均出台政策
支持，湖南在全国属唯一

记者：在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政策支
持上，湖南有何“妙招”？

陈松岭：有业界人士称，湖南省是
以互联网的速度出台了鼓励扶持政策。

今年春节过后不久，省长杜家毫主

持召开移动互联网产业专题会议，明确
要求尽快出台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意见和政策。仅过了5天，省政府就
发布《关于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意见》。2月24日，省政府正式发布《关于
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

同时，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也相继
出台政策，对移动互联网产业给予大力
支持。

从全国范围内看，省、市、园区均出
台政策支持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湖南在
全国属唯一。

从扶持资金上看， 省财政连续5年
每年拿出2亿元专项资金， 支持移动互
联网产业发展。 对一个单一产业设立2
亿元专项资金，这在我省产业发展历史
上实属罕见。

具体政策上，我省规定，对于总部
型经济来湖南建设区域性中心，或者通
过分拆业务建立全国性中心的，最高一
次性给予1000万元的项目落地补助资
金支持； 对于高端人才来湖南投资创

业，最高可以资助500万元；支持高端
人才、回湘人士、大学生和小微企业的
创新和创业……

今年5月， 省政府正式授牌长沙高
新区为省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长沙
市和长沙高新区随即各拿出1亿元，支
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记者：如此实惠的扶持政策，效果
如何？

陈松岭：形成了洼地效应。今年以
来，相继有央视网商城、58同城、金蝶软
件、易宝支付、中清龙图等企业进驻湖
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长沙高新区今
年新注册落户移动互联网企业380多
家。

政策好处实打实落到企业头上。5
月份，三级联动兑现第一批专项扶持资
金，有21家企业获得专项补助；9月份完
成第二批专项资金的申报，获批扶持资
金达1亿元。

长沙有望成为全国移动
互联网创业“第五城”

记者：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将有
怎样的未来？

陈松岭：可以说，湖南移动互联网
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之所
以这么判断，基于政策“红利”持续“发
酵”， 在移动金融、电子商务、教育、动
漫等诸多领域聚集了一批优势企业，孕
育着产业崛起的强劲内生动力。比如移
动金融业务领域，58同城、 易宝支付将
其金融主业务总部落户长沙；目前正在
长沙建设中移电子商务基地，湖南将成
为中部地区移动互联网金融中心。

2014年， 可以说是湖南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元年”，随着新进驻企业和
新布局产业逐步释放能量，未来，湖南
移动互联网产业将呈现“爆发式”发展，
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点。
湖南也致力将长沙打造成为继北京、上
海、深圳、成都之后的全国移动互联网
创业“第五城”。

本报记者 李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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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兼CEO倪正东、拓维信息董事长
李新宇……这些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风
云人物，均是湖南人。目前在全国移动
互联网领域精英人士中， 近1/3是湘籍
企业家。今年这些湘籍“大佬”纷纷回湘
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为全省移动互联
网产业蓬勃发展提供了示范、支撑。

移动互联网与我省先进制造业、文
化传媒产业快速融合，为移动互联网产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省、市、园区均出台政策
支持，湖南在全国属唯一

记者：在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政策支
持上，湖南有何“妙招”？

陈松岭：有业界人士称，湖南省是
以互联网的速度出台了鼓励扶持政策。

今年春节过后不久，省长杜家毫主

持召开移动互联网产业专题会议，明确
要求尽快出台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意见和政策。仅过了5天，省政府就
发布《关于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意见》。2月24日，省政府正式发布《关于
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

同时，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也相继
出台政策，对移动互联网产业给予大力
支持。

从全国范围内看，省、市、园区均出
台政策支持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湖南在
全国属唯一。

从扶持资金上看， 省财政连续5年
每年拿出2亿元专项资金， 支持移动互
联网产业发展。 对一个单一产业设立2
亿元专项资金，这在我省产业发展历史
上实属罕见。

具体政策上，我省规定，对于总部
型经济来湖南建设区域性中心，或者通
过分拆业务建立全国性中心的，最高一
次性给予1000万元的项目落地补助资
金支持； 对于高端人才来湖南投资创

业，最高可以资助500万元；支持高端
人才、回湘人士、大学生和小微企业的
创新和创业……

今年5月， 省政府正式授牌长沙高
新区为省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长沙
市和长沙高新区随即各拿出1亿元，支
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记者：如此实惠的扶持政策，效果
如何？

陈松岭：形成了洼地效应。今年以
来，相继有央视网商城、58同城、金蝶软
件、易宝支付、中清龙图等企业进驻湖
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长沙高新区今
年新注册落户移动互联网企业380多
家。

政策好处实打实落到企业头上。5
月份，三级联动兑现第一批专项扶持资
金，有21家企业获得专项补助；9月份完
成第二批专项资金的申报，获批扶持资
金达1亿元。

长沙有望成为全国移动
互联网创业“第五城”

记者：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将有
怎样的未来？

陈松岭：可以说，湖南移动互联网
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之所
以这么判断，基于政策“红利”持续“发
酵”， 在移动金融、电子商务、教育、动
漫等诸多领域聚集了一批优势企业，孕
育着产业崛起的强劲内生动力。比如移
动金融业务领域，58同城、 易宝支付将
其金融主业务总部落户长沙；目前正在
长沙建设中移电子商务基地，湖南将成
为中部地区移动互联网金融中心。

2014年， 可以说是湖南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元年”，随着新进驻企业和
新布局产业逐步释放能量，未来，湖南
移动互联网产业将呈现“爆发式”发展，
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点。
湖南也致力将长沙打造成为继北京、上
海、深圳、成都之后的全国移动互联网
创业“第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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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500家， 其中今年新增企业近400
家。1月至11月，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实
现经营收入140余亿元，同比增长110%
以上。

移动互联网产业领域集聚了58同
城、易宝支付、中移电子商务、央视网商
城、快乐购、拓维信息、中清龙图等一批
优势企业，智能终端制造、云计算、大数
据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研发服务等相
关产业也在快速发展。

湖南如何抢抓新机遇，使移动互联
网产业异军突起？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
又形成了哪些特色板块？未来发展又有
多大空间？且看省经信委副主任陈松岭
详解缘由。

湖南 发 展 移 动 互 联 网
产业“现实优势”明显

记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湖南为
何选择布局移动互联网产业？

陈松岭：新常态孕育新机遇。近年
来，由移动互联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已
成为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振
兴最强有力的催化剂， 如移动支付、互
联网金融等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从长远
来看，在巨大的市场增长空间、通讯基
础设施日益完备以及国家政策大力扶
持等内外部多重因素共同助推之下，移
动互联网产业蕴藏巨大“红利”。

省委、省政府积极把握全球移动互
联网产业发展趋势，立足我省移动互联
网产业现状，提出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
产业，目标直指“千亿产业”。

记者：湖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具
备哪些优势？

陈松岭：湖南布局移动互联网产业
这一经济“新蓝海”并实现了“互联网速
度”的发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拥有
一定“现实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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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点。
湖南也致力将长沙打造成为继北京、上
海、深圳、成都之后的全国移动互联网
创业“第五城”。

本报记者 李伟锋

截至11月底，湖南已有移动互联网
企业500家， 其中今年新增企业近400
家。1月至11月，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实
现经营收入140余亿元，同比增长110%
以上。

移动互联网产业领域集聚了58同
城、易宝支付、中移电子商务、央视网商
城、快乐购、拓维信息、中清龙图等一批
优势企业，智能终端制造、云计算、大数
据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研发服务等相
关产业也在快速发展。

湖南如何抢抓新机遇，使移动互联
网产业异军突起？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
又形成了哪些特色板块？未来发展又有
多大空间？且看省经信委副主任陈松岭
详解缘由。

湖南 发 展 移 动 互 联 网
产业“现实优势”明显

记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湖南为
何选择布局移动互联网产业？

陈松岭：新常态孕育新机遇。近年
来，由移动互联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已
成为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振
兴最强有力的催化剂， 如移动支付、互
联网金融等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从长远
来看，在巨大的市场增长空间、通讯基
础设施日益完备以及国家政策大力扶
持等内外部多重因素共同助推之下，移
动互联网产业蕴藏巨大“红利”。

省委、省政府积极把握全球移动互
联网产业发展趋势，立足我省移动互联
网产业现状，提出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
产业，目标直指“千亿产业”。

记者：湖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具
备哪些优势？

陈松岭：湖南布局移动互联网产业
这一经济“新蓝海”并实现了“互联网速
度”的发展，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拥有
一定“现实优势”。

湖南信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

居中部前列，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院士数
量处于全国前四、 中部第一。“微信之
父”张小龙、陌陌创始人唐岩、58同城创
始人姚劲波、易宝支付CEO唐彬、清科
董事长兼CEO倪正东、拓维信息董事长
李新宇……这些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风
云人物，均是湖南人。目前在全国移动
互联网领域精英人士中， 近1/3是湘籍
企业家。今年这些湘籍“大佬”纷纷回湘
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为全省移动互联
网产业蓬勃发展提供了示范、支撑。

移动互联网与我省先进制造业、文
化传媒产业快速融合，为移动互联网产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省、市、园区均出台政策
支持，湖南在全国属唯一

记者：在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政策支
持上，湖南有何“妙招”？

陈松岭：有业界人士称，湖南省是
以互联网的速度出台了鼓励扶持政策。

今年春节过后不久，省长杜家毫主

持召开移动互联网产业专题会议，明确
要求尽快出台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意见和政策。仅过了5天，省政府就
发布《关于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意见》。2月24日，省政府正式发布《关于
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

同时，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也相继
出台政策，对移动互联网产业给予大力
支持。

从全国范围内看，省、市、园区均出
台政策支持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湖南在
全国属唯一。

从扶持资金上看， 省财政连续5年
每年拿出2亿元专项资金， 支持移动互
联网产业发展。 对一个单一产业设立2
亿元专项资金，这在我省产业发展历史
上实属罕见。

具体政策上，我省规定，对于总部
型经济来湖南建设区域性中心，或者通
过分拆业务建立全国性中心的，最高一
次性给予1000万元的项目落地补助资
金支持； 对于高端人才来湖南投资创

业，最高可以资助500万元；支持高端
人才、回湘人士、大学生和小微企业的
创新和创业……

今年5月， 省政府正式授牌长沙高
新区为省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长沙
市和长沙高新区随即各拿出1亿元，支
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记者：如此实惠的扶持政策，效果
如何？

陈松岭：形成了洼地效应。今年以
来，相继有央视网商城、58同城、金蝶软
件、易宝支付、中清龙图等企业进驻湖
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长沙高新区今
年新注册落户移动互联网企业380多
家。

政策好处实打实落到企业头上。5
月份，三级联动兑现第一批专项扶持资
金，有21家企业获得专项补助；9月份完
成第二批专项资金的申报，获批扶持资
金达1亿元。

长沙有望成为全国移动
互联网创业“第五城”

记者：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将有
怎样的未来？

陈松岭：可以说，湖南移动互联网
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之所
以这么判断，基于政策“红利”持续“发
酵”， 在移动金融、电子商务、教育、动
漫等诸多领域聚集了一批优势企业，孕
育着产业崛起的强劲内生动力。比如移
动金融业务领域，58同城、 易宝支付将
其金融主业务总部落户长沙；目前正在
长沙建设中移电子商务基地，湖南将成
为中部地区移动互联网金融中心。

2014年， 可以说是湖南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元年”，随着新进驻企业和
新布局产业逐步释放能量，未来，湖南
移动互联网产业将呈现“爆发式”发展，
成为湖南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点。
湖南也致力将长沙打造成为继北京、上
海、深圳、成都之后的全国移动互联网
创业“第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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