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时间26日进行的NBA季后赛西部决赛第四
场比赛中，火箭主场128比115战胜勇士队，将总比分扳为
1比3。图为火箭球员哈登（左）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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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文化产业中，大部分是小微企业，规模较小、
实力较弱。且文化产业具有成长不确定性和轻资
产的特性，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

近年来， 湖南推动文化与金融融合对接。许
多文化企业在发展的关键时期， 得到金融的助
力，从而成长更快，飞得更高。

金融平台撬动资本力量
去年，天闻印务公司资金周转不开，向同集

团的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出
贷款申请。几天后，1亿多元贷款如“及时雨”，缓
解了流动资金紧张的问题。财务公司信贷管理部
部长王智告诉记者，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时间
都在一个月以上，而财务公司给集团子公司的贷
款，时间最多不超过5天，效率大大提高。

2014年5月，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开国内文化行业“产融结
合”先河。至2014年底，财务公司吸收资金50余亿
元， 实现营业收入1.36亿元， 完成利润近7000万
元。财务公司充分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提升投融资
效能， 完成对多家集团成员单位的授信评级及贷

款发放，涉及出版、印刷、地产等多项业态。该公司
通过对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资金的高效配置和
动态平衡，助推集团全产业链的提振升级。

“企业发展，离不开金融助力。”湖南出版投资
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丽波说， 财务公
司搭建金融平台，对于集聚和撬动资本力量，增加
公司盈利、支撑传统板块战略转型意义重大。

对接金融，更有底气
数字沙盘、 虚拟漫游、3D投影秀……5月25

日，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厅内，各
种创意目不暇接。依托创意设计和数字技术，华凯
创意目前已在全国50多座城市完成了100多个大
型文化主题馆的综合布展设计和实施项目。

2014年，华凯创意引入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
资基金作为新的战略投资者入股，形成“以文化
创意为灵魂，以文化+科技、文化+金融双融合为
双翼”的多元融合态势。

华凯创意董事长周新华介绍，湖南文化旅游
产业投资基金注资5000万元， 给公司增添了新
鲜血液，在人才引进、科研设备添置、市场拓展方
面促进作用明显。 公司引进了一位设计总监，年
薪100万元以上。以前，引进这样的高端人才在财

力上有压力，现在则有了底气。接到几千万甚至
上亿的大单，前期需要垫付资金，这笔资金注入，
使公司垫资能力得到增强。

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的注资， 在周新
华看来“正是时候”。华凯创意已经启动上市，新的
战略投资者加入，将在上市的道路上助推一把。

以知识产权抵押贷款
山猫卡通，是湖南的一家动漫企业，面临与

许多小微企业共同存在的资金短缺问题。
“文化企业普遍是轻资产，去银行贷款没有

担保，很难贷到。”山猫卡通总裁吴晖说，2014年，
公司与湖南文化旅游担保投资有限公司合作，通
过无形资产如商标、动画片、知识产权抵押，成功
融资800万元。

山猫卡通拿到这笔资金后，用于生产动画片
和衍生产品开发。2014年， 公司主营业务增长
43%。几年来，公司已经出口创汇超过5000万美
元。吴晖说，感谢政府给企业和资本搭桥。没有金
融的支持，山猫卡通就没有今天。

今年， 山猫卡通计划在国内完成3000家衍
生产品销售网点建设。 吴晖希望能继续放大资
本，融到更多的资金，来实现目标。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陈劲飞） 可以在15厘米高的中
央空调风管中一次性完成吸尘、 清洗
的机器人，医院内办卡、挂号、缴费自
助完成的“银医一卡通”，可以任意拼
接的魔幻LED显示屏……5月24日，首
届长株潭“我为两型作贡献”职工科技
创新成果展在湖南烈士公园落幕，57
项出自长株潭职工之手的新发明亮
相。

本次成果展由省总工会主办、 长株
潭3市总工会承办，是湖南省“科技活动
周”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展示了近年来
长株潭3市职工在国际、国家及省市科技
创新领域的获奖成果。 这些发明成果全

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有的已经直接运
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的对循环经济、节
约能源有突出贡献。 参展的数十家科技
创新企业还在现场为市民演示并解答市
民咨询。

记者在现场看到， 湖南亚欣电器
公司生产的清洗机器人， 灵活地在狭
小的风管内爬上爬下， 一次性完成清
洗、吸尘等清扫工作，清洗效率达150
平方米每小时， 是人工清洗的3倍。而
它的发明者田亚， 原来是一名下岗工
人。他抓住“非典”之后人们对室内空
气污染的关注， 发明并不断改进中央
空调清洗机器人， 目前已成为行业内
的领军人物。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曹璇绚） 借助先进的3D打
印技术，17岁女孩小倩（化名）弯曲畸
形的右腿得以“拉直”，告别了10年来
无法正常行走的困扰。 记者今天从湘
雅医院获悉， 这种应用3D打印技术辅
助设计完成的复杂胫骨矫形手术目前
在国内尚未见报道。

小倩来自湖南益阳，7岁时的一场
车祸，造成她的右腿胫骨骨折。没想到
拆除石膏下地行走后， 逐渐出现右腿
弯曲畸形。此后，小倩的右小腿扭曲向
内生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骨骼的发
育，双腿变得长短不一。

2014年7月，小倩来到湘雅医院进
行手术治疗， 通过膝关节外固定架固
定， 专家们为其矫正了右膝关节内翻
和右下肢长度。但是，她的右侧胫骨因
继发弯曲畸形出现了疲劳骨折。

2015年3月，小倩再次来到湘雅医
院。 为了她将来的人生能够“脚踏实

地”，该院手显微外科主任唐举玉教授
决定为这个年轻的女孩进一步实施矫
形手术。

面对如此复杂的胫骨畸形，3个问
题摆在唐举玉教授面前： 骨头能不能
矫正？矫正之后骨头能不能长合？血管
神经会不会受到损伤？ 考虑到手术到
术后康复的方方面面， 借助3D打印技
术， 唐举玉教授团队复制了小倩右小
腿的畸形胫骨。

结合清晰的3D打印模型，经过近1
个月的反复试验和术前准备， 医生为
小倩制定了周详的胫骨多平面截骨矫
形方案。“我们把她畸形的大弯曲通过
截骨修正成了几个小弯曲， 从而能够
正常受力。” 唐举玉教授介绍，4月21
日，经过3个多小时的精细手术，小倩
的右小腿矫形顺利完成。 从外形上来
看，她的双腿恢复笔直，已经和正常人
无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小
倩就能正常行走了。

文化视点

金融给力，文化腾飞
花季少女“拉直”弯曲畸形右腿

3D打印助她“脚踏实地”

咱们工人有智慧
长株潭“我为两型作贡献”职工科技展落幕长沙新添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开福区牵手周南中学合作办学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李洪波）今天上

午，长沙市开福区教育局与周南中学举行合作办学签约仪式，开
福区教育局局长谭树茗和周南中学校长翁光龙，分别在合作协
议上签字。这标志着长沙市又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周南秀
峰学校起航。

据悉，这是继与雅礼中学、长沙市一中成功合作开办北雅中
学、长雅中学和一中开福中学之后，开福区再次“牵手”名校，整
合优质教育资源，优化区域学校布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周南秀峰学校位于开福区芙蓉北路周南中学东侧，占地60
余亩，由开福区委、区政府斥资8000余万元建成，是一所办学条
件优良，设施齐备的现代化学校。作为开福区内唯一一所公办九
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周南秀峰学校规划班级54个，其中小
学标准班级30个，初中标准班级24个，提供学位2500个，将于今
年秋季正式开学。

5月25日，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街道举办庆六一、“童话里的中国梦”主题实践
活动，30多名孩子在20多米的长卷上画出了色彩斑斓的未来美丽长沙城。

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王晗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只需要
一场0比0的平局， 北京国安就能创队史地闯入8
强， 但在今晚进行的亚冠1/8决赛次回合比赛中，
国安主场0比1不敌全北现代队， 两回合1比2淘汰
出局。

亚冠历史上， 国安从未打入过8强， 此前两
次都是被韩国球队挡在1/4决赛门外。 在上周进
行的亚冠1/8决赛首回合中， 国安客场1比1战平
全北队， 次战回到主场， 占据心理优势的国安迎
来了以复仇实现突破的最好时机。“明天我们不会
采取防守战术， 会有针对性的部署， 但不等于要
全力防守。” 赛前， 国安主帅曼萨诺将目标直指
取胜。

遗憾的是， 本场比赛国安并未踢出曼萨诺赛
前所说的攻势足球， 比赛进行了近30分钟才打出
第1脚射门，而最终国安也为自己的保守付出了代
价。第73分钟，全北队核心埃杜通过阵地战渗透取
得入球。 落后的国安已无路可退，唯有全力反攻。
可或许是突然被逆转的局面影响到球员的心理，
第91分钟，周挺报复踢人被红牌罚下。 最终，国安
只能接受“第3次栽在韩国人手里”的事实。

这样一来， 本赛季亚冠的中超球队只剩下广
州恒大这棵“独苗”。 27日晚， 首回合1比2败下
阵来的恒大队将在主场与城南FC队决一死战。

主场0比1败北 队史未能改写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周凯波）“将
在8所中小学试点推广校园足球培训，
今年下半年举办全区首届中小学足球
联赛。” 在26日下午进行的长沙市望城
区首届校园足球教练员培训班结业典
礼上，副区长苏敏芳透露了该区大力推
动校园足球开展的相关举措。

普及校园足球，教练员队伍的建设
是关键。望城区首届校园足球教练员培
训班吸引了68所中小学的81名体育老
师（包括13名女老师）参加，在4天的课

程中，长沙理工大学资深足球教练熊丕
炯等专家对学员进行了指导。

望城区还通过与社会力量合作来发
展校园足球，区足协副秘书长李畅江介绍，
目前区足协组建了苗苗青少年足球俱乐
部，平时从俱乐部中派驻专业教练员带队
训练，对体育老师进行培养。去年，5名校园
足球教练被推荐到恒大皇马足球学校进
行了培训。对于有潜质的苗子，苗苗青少年
足球俱乐部利用假期统一集训，优秀苗子
有机会推荐到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深造。

望城区将举办首届中小学足球联赛

国安球
员周挺被主
裁判出示红
牌后离场。

新华社发

亚冠8强，
真是国安一道坎

国足世预赛首战23人名单公布
恒大8人、舜天5将入选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国足协
26日公布了国足在2018年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客场对阵不丹队的23人名单，
广州恒大队有8人入选， 其中未能入选
今年年初亚洲杯的冯潇霆重回国足。

此外，江苏舜天有5人入选，上海上
港有4人入选， 山东鲁能有3人入选，北
京国安有2人入选。

较之此前公布的30人大名单，落选的
7名球员是门将刘殿座，后卫于洋、金洋洋
以及中场宋博轩、朴成、张池明和张文钊。

6月16日， 国足将在世预赛40强赛
小组赛首战客场挑战不丹队。

附国足23人名单：
门将：王大雷 （鲁能 ）、颜骏凌 （上

港）、曾诚（恒大）。
后卫 ：冯潇霆 （恒大 ）、梅方 （恒

大）、张琳芃（恒大）、邹正（恒大）、姜志
鹏（富力 ）、吉翔 （舜天 ）、任航 （舜天 ）、
张呈栋（国安）。

中场 ：郑智 （恒大 ）、于汉超 （恒
大）、吴曦（舜天）、孙可（舜天）、刘建业
（舜天）、于海 （上港 ）、蔡慧康 （上港 ）、
刘彬彬（鲁能）。

前锋：郜林 （恒大 ）、武磊 （上港 ）、
杨旭（鲁能）、于大宝（国安）。

“挑战21天·5KM约跑”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蔡矜宜）接力跑、跳绳、
踢毽子……几百名参与者23日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边
健身边赢奖， 由三湘都市报联合长沙市体育局主办的
“挑战21天·5KM约跑”第二站活动在这里举行。

本次活动包含团体竞赛项目和娱乐参与项目。 团体
竞赛项目包括趣味接力跑、“HERBALIFE”接力跑、“三叶
草”拼图。娱乐参与项目则有计时踢毽子、跳绳、呼啦圈等
娱乐性参与项目。“80后”教师莫彬萍看到“挑战21天”运动
会招募令后，叫上了同事、学生、亲戚组团报名，他们也成
为了活动的大赢家， 获得趣味接力跑第一名和
“HERBALIFE”接力赛第三名。

本站活动后，“挑战21天·5KM约跑” 还有3站约跑活
动，活动时间、地点和主题请关注三湘都市报和好玩俱乐
部微信公众号（HwFunClub）。

还有3站，等你来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