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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6日上午7时，巴西里约奥
运会开幕式上，漫天绽放的烟花格外耀眼，
以璀璨风姿惊艳全世界。据悉，这些烟花绝
大部分来自浏阳，占比达到80%以上。这是
浏阳花炮继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后，再
次登上奥运会这一国际大舞台， 为世界献
上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从众多国际重大活动到“里
约之旅”

“虽然这次只负责供应产品，但浏阳花
炮企业所供产品的品种和数量， 占全部产
品的绝大多数。本次‘奥运烟花’全部为定
制生产， 其中新产品比例达到85%以上，安
全环保、质量优良、效果绚丽。”浏阳市鞭炮
烟花管理局局长汪剑波介绍， 浏阳市东信
烟花集团有限公司供应了里约奥运会开幕

式80％以上的烟花产品。 该公司供应的此
次“奥运烟花” 产品主要包括3至6寸礼花
弹、各种特效盆花，以及烛光花束等。其中，
各种造型礼花弹59种、共计4.5万余发，组合
烟花及烛光花束32种、共计5万余发。

事实上，“里约之旅”之前，浏阳花炮已屡
次在顶尖国际大舞台大放异彩，近年来先后
承担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南京青奥
会、 北京APEC峰会等众多国际重大活动的
焰火燃放。这极大地展示了浏阳花炮的品牌
形象，提升了浏阳花炮的国际影响力。

为什么又是浏阳烟花
浏阳烟花何以如此受国际青睐？作为世

界烟花的发源地、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
贸易基地和中国烟花之乡，浏阳素有“浏阳
花炮响天下，天下花炮数浏阳”的美誉。“浏
阳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863家， 其中产值
上亿元企业20多家，1000万元以上企业500
多家。浏阳花炮产能占全国的70%，出口占

全国的60%，主要销往美洲、欧洲、东南亚等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汪剑波介绍，目前浏
阳已形成了集原材料供应、生产经营、科研
设计、包装印刷、仓储物流、焰火燃放、文化
创意为一体的产业集群。 国际烟花协会、国
际烟花爆竹标委会秘书处、国家烟花爆竹标
委会、国家烟花爆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等行
业权威组织均设在浏阳。

人才优势和平台优势有效带动了产业
创新发展，浏阳花炮行业每年申请专利200
多个，研发和改进新产品1000多个。浏阳花
炮企业生产工序机械使用率达70%，鞭炮生
产已全面实现机械化。

2012年，烟花爆竹产业被正式列入国家
文化产业统计目录，烟花爆竹产品由原来的
化学产品定义为文化产品。2013年， 浏阳花
炮文化品牌以价值1071.4亿元入选国家五星
级地理标志产品。2015年， 浏阳市花炮产业
集群实现总产值220.1亿元。 今年上半年，该
市花炮产业集群总产值达11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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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谢古 彭亮波 ）近日，资兴市与湖南
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大学将为资
兴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组建专家顾问团，
并成立驻资兴院士工作站、 设立大数据研
究基地等， 为资兴发展大数据产业提供智
力支撑。

资兴市东江湖拥有得天独厚的冷水资
源，该湖下游小东江水温常年保持在摄氏5至
13度，年径流量达15亿立方米。根据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编制的东江湖大数据
产业园发展可行性研究报告， 东江湾区域的

冷源能容纳20万个大数据机架，可实现年销
售额100亿元、税收10亿元以上。相比采用电
力制冷，一年可节电52亿千瓦时，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550万吨。

去年资兴市启动占地3000亩的东江湖
大数据产业园建设。结合休闲旅游产业布局，
打造产城融合面积3平方公里的云梦小镇，可
容纳1000家以上各类移动互联网企业。同时
出台政策，鼓励引进数据存储、数据研发、数
据引用、数据交易、软件设计、电商总部及IT
行业端产品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目前，东江湖
大数据产业园已完成投资3亿元，吸引湖南尚

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电信公司、浪潮集团等
入驻，投资总额达80余亿元。中国移动、阿里
云计算等企业也多次派人到资兴考察， 洽谈
项目。 正在建设的目前湖南最大的大数据中
心，将在今年10月投入运营。

大数据产业的推进，将使资兴成为全省
大数据中心聚集区、 大数据技术孵化区、互
联网应用集中地、高端人才汇聚地，带来巨
大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还可为全省智慧
城市及政务云、警务云、医务云建设与移动
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服务，形成新型湘南经
济商贸圈。

湖南日报8月 6日讯 （周湘云 徐德荣
成俊峰 文明明）8月3日， 衡山县长江镇柘塘
村农民罗立仁从网上销售竹凉席、竹床278件，
收入10.6万元。据了解，柘塘村现有20多家竹
木器加工厂，通过网络将产品销往沿海地区及
东南亚国家。今年上半年，全村竹木制品收入
3900万元。通过网络，衡山县16万亩竹林身价
倍增，全县近万名竹农年均增收1.2亿元。

衡阳市是农业大市， 又是湖南电信第二
个“省际出口”城市。近几年，该市大力实施
“宽带中国，数字衡阳”战略，积极引导创业者

搭上“网络快车”，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市电信
部门积极作为，担当“互联网+”领跑者。从
2009年至今，全市累计投入14亿元用于宽带
网络建设。目前，全市3120个行政村已有七
成实现高速光网覆盖。 同时， 着力打造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平台，为农村经济插上腾
飞翅膀。一批“触网”的“新农人”应运而生，他
们通过电商平台将农产品推向世界。

衡东县霞流镇新拜朝村村民左国辉，
2015年返乡创办现代养鸡场，养殖30余万只
湘黄鸡。产品信息上传网络，经过“云计算”分

析，能让各地买家精准搜索，产品俏销广东、
澳门、香港等地。“高速光网”还吸引近1000
名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今年6月，衡阳县西
渡镇赤水村的蒋艳与4位大学同学回到家乡，
通过“而农”网络平台，发展直销、配送、电商
等流通新业态，通过网络订单，物流公司把甜
瓜等农产品送到消费者家里，40天收入2500
多万元。

目前，在衡阳市，从事涉农电商的“新农
人”有1.9万余人。今年上半年，农产品网上成
交额达101.8亿元。

光网催生“新农人”
衡阳1.9万多农民成电商，上半年农产品网上成交额超100亿

冷水冒出“热产业”
资兴利用冷水资源发展“大数据”，已引进投资80余亿元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谢妮莉）今天，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
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3813家，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24.09亿元， 同比增长
17%，增速居全国第3位，中部六省第1位。

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33个大类
行业中，29个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其中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发
展迅猛， 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74.3%和
50.1%。

商业服务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
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道路运输业是我
省服务业营业收入“前四强”，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均超过百亿元。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周胜蓝）当前的“三农”工作，存在“四
个不容乐观”。 省农委今天召开全省市州农
委主任会议，部署下半年工作，推进补损重
建促增收。

上半年湖南频发汛情灾情，对农业生产
造成严重损失。全省农作物累计受灾面积超
过1600万亩；养殖业损失逾20亿元，尤其渔
业损失惨重。省农委分析，后段还可能面临
旱灾威胁，农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由于经
营性和工资性增收渠道收窄，农民增收形势
不容乐观；受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影响，农村
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农村土地确权总体进度
不快，农村改革进度不容乐观。

省农委部署，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
上”防汛抗灾关键期，全省农业系统要在防

汛、抗旱两手抓的基础上，抓紧补损重建。对
于受灾较轻能够恢复的作物和生产，一定要
千方百计恢复好、生产好；抓好中晚稻田间
管理，确保秋粮有个好收成。各地要明确“水
稻损失旱粮补、粮食损失经作补、一产损失
二三产补”的思路，把恢复生产计划分解到
每个区域、每个经营主体、每个地块和每个
养殖场（户），落实到每个生产环节，加快调
运、调剂种子、苗种和农机具，指导农民开展
灾后生产。

省农委要求，下半年是农产品集中上市
的季节，各地要想方设法开辟新渠道，利用
好电子商务、产销对接等流通新业态，帮助
农民把农产品卖出去、卖个好价钱；并加快
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为农民增收拓展
新渠道。

省农委部署

补损 重建 促增收

当地时间8月5日，第31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这是开幕式上的焰火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明 摄

上半年同比增长17%

湖南规模以上服务业
营业收入增速全国第三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孙靖）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产销率为
98.14%。今天，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我省
规模工业产销衔接良好，工业产品库存总体
保持正常水平。

到6月底，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产成品
库存850.74亿元，同比增长7.0%，增幅低

于主营业务收入增幅。 从重点监测的53
种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库存情况看，
近七成产品库存较年初或同期减少 ，有
17种产品库存较年初和同期增加，其中，
烟草制品、有色金属矿采选、煤炭开采和
洗选、 专业设备制造等行业去库存压力
较大。

上半年近七成工业产品存库减少
部分行业去库存压力较大

湖南日报 8月 6日讯 （记 者 杨 柳 青
通讯员 贺小花 ）今天上午，2016年湖南省
秋季大型人才交流会在湖南人才市场举
行，共有200余家省内外知名企业参会，提
供各类岗位5000余个，参会求职者达3000
余人。

记者发现，除开金融、制造、快速消费品
等行业人才需求持续旺盛外，互联网人才需
求增量明显。 除传统的互联网运营维护、营
销推广、电商客服等岗位外，时下流行的网
络主播招募也出现在招聘会现场，吸引了不
少求职者围观。

我省秋季大型人才交流会举行

互联网人才需求增量明显

湖南日报 8月 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寇冠乔）8月5日， 长沙黄花机场当
日旅客吞吐量达到70011人次， 首次突破7
万大关，创历史新高。

目前，黄花机场直达国际及地区航点共
32个。暑运期间，黄花机场将逐步加密曼谷、

甲米、苏梅等航点，并计划新增阿斯旺（开
罗）、莫斯科、北海道、美娜多等航线，9月12
日将开通湖南首条直飞澳洲的航线。

黄花机场预计，8月可完成旅客吞吐量
195万人次， 运输起降架次将达到15000架
次，有望双双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一天突破7万人次
长沙黄花机场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徐亚平）湖
南青年摄影家罗娴凭借其组照《梦境》，在法
国玛格南图片社和美国镜头文化摄影协会
主办、近日揭晓的玛格南摄影大赛中获得艺
术类入围奖，成为此次赛事中惟一获奖的华
人摄影师。今天，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获得玛格南摄影大赛认可，但《梦境》
系列并没结束，我希望在《梦境》系列的拍摄
中融入更多中国元素，用自己的视角向世界
介绍中国。”

玛格南图片社1947年成立于巴黎，是一
家国际知名摄影经纪公司。127个国家和地区
的上万名摄影师参加了此次为庆祝玛格南图
片社成立70周年而举办的摄影赛。 评委从街
拍、肖像、新闻摄影等6大类参赛作品中，评选
出12名获奖者和20名入围奖获得者。

罗娴出生于岳阳，是岳阳市摄影家协会
会员， 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
爱丁堡大学和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精通英语
和法语， 毕业后参与过中国和海外影视剧、
纪录片拍摄等工作。2014年前往美国纽约
国际摄影中心学习艺术摄影，并获该中心颁
发的2015年度“丽塔·希尔曼杰出奖”。目前
往返于北京和洛杉矶两地工作。

据介绍，《梦境》系列始拍于2014年末，罗
娴试图展现的不仅仅是梦境，还有其他心理现
象，如幻觉、梦游等。每次拍摄，她都会花时
间与被拍摄者沟通他们的梦境， 再与他们一
起设法还原其中的细节。在她看来，“这些梦境
不可能完全还原当时的情景。 按下快门的瞬
间，我作为摄影师与被拍摄者一起参与了梦境
的重建，从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梦的叙事。”

湘妹子斩获玛格南大奖
成此次赛事中惟一获奖的华人摄影师

浏阳烟花 再耀五环
第31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焰火产品，八成以上浏阳造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近
日，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收到省文化产业引导
资金，扶持“湘品出湘文化艺术工程”的10
首湘字品牌歌曲创作推广。

近几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文化
产业的政策鼓励和感召下， 华声在线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报业经营分公司策划营销了湘
菜、湘茶、湘绣、湘瓷等10大湘字品牌系列宣
传推广活动， 并相继在湖南日报开辟了相应
的专刊专版，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些湘字产品，
相继在北上广深举办节会和高峰论坛。

为了进一步扩大湘字品牌的影响，赋予
其更多的文化内涵，增加宣传推广的艺术力

和感染力，湖南报业经营分公司负责人杨跃
伟为湘字品牌作词，并请省内外音乐名家制
作出试听音乐作品。这10首歌曲名是《火辣
辣的湘菜火辣辣的人》《湘商之歌》《湘茶香天
下》《神韵湘绣》《湘瓷之歌》《湘酒醉神州》《湘
女多情》《湖南印象》《家乡湖南》《湘橘之歌》。

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由湖南日报报业集
团连续举办了10届， 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影
响， 湘菜年产值由300多亿元跃升到1000多
亿元。 基于湘菜的地位影响和魅力，《火辣辣
的湘菜火辣辣的人》 在去年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高峰论坛
上进行了视频播放，获得高度称赞。

力推“文化湘品”出湘
湘品出湘文化艺术工程获省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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