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紧接1版①） 二是会议内容更丰富，除
开幕式外， 还有共享经济下移动互联网岳
麓峰会大咖说、 共享经济之移动互联网湘
军聚、共享经济之小饭桌直播、共享经济之
移动互联网星锐秀等11项内容；三是对互
联网业内交流、 投融资需求对接的承载能
力更强， 本届峰会的主论坛以移动互联网
行业创新与发展趋势为中心展开， 分论坛
则更加重视互联网业内交流和投融资需求
对接， 如在共享经济之移动互联网数字资
产专场， 就邀请了全球首个大规模使用区
块链技术的首席架构师， 就区块链对移动
生活的影响方面进行了首次公开演示。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副省
长张剑飞， 中宣部副秘书长明立志等出席

峰会。开幕式上，易炼红在致辞中说，岳麓
峰会已成为业界的一个品牌， 峰会所释放
的信号已成为业界的风向标。 长沙是一块
投资创业的热土和福地。特别是近年来，每
天都有四五家新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在长沙
注册落户， 目前全市移动互联网企业已突
破12000家。长沙将力争3年内实现建设全
国最具实力的“移动生活之都” 的发展愿
景，市委、市政府也将一如既往地提供优质
服务， 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创造更灿烂
的阳光、更适宜的土壤、更滋润的雨露。

在现场，省网信办、长沙市政府、湖南
湘江新区、长沙高新区分别与滴滴出行、胜
利者同盟和58赶集集团举行了签约仪式，
将开展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

2017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开幕

�荨荨（紧接1版②） 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优化政策措
施和体制机制， 强化产业链、 资金链的对
接，力争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好经验好成果。
要把工业稳增长摆在重要位置， 更加科学
精准地开展工业运行监测调度， 加强项目
建设特别是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通过实实
在在的措施，努力提振企业实施项目、开发

项目的信心，把工业投资稳定下来。要切实
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决落实“三去一
降一补”，切实引导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
行业市场化退出，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把着力点放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高端产
品开发、质量品牌打造等方面，补齐转型升
级的短板； 发挥国企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基础性作用， 着力提升国有企业有

效供给能力。
许达哲强调， 全省经信系统要不断提升

自身素养、管理能力和工作水平，自觉站在服
务全省稳增长、调结构的高度推动工作。要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做到廉政勤政，坚决遏
制在资金使用、工程招投标中的腐败现象。要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为懂经济懂工业的干部
提供更好的发展舞台。

�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历史进步的最

强音。”乌兰说，要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强化
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着力推动工作理
念、载体、制度创新，以思想理念的新变化、
工作思路的新拓展、工作举措的新突破，推
动机关党建和其他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
要着力推进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率，积极
为企业和群众排忧解难，助力脱贫攻坚，不
断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乌兰指出，要着力抓基层打基础，全面
推进机关支部标准化建设；要健全党支部联
系党员制度， 以人为本关心关怀基层党员；
要加强机关党委、机关纪委建设，配齐配强

领导班子， 调整充实机关党务工作者队伍；
要以《准则》《条例》为基本遵循，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着力提高机关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
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压实抓党建
工作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一岗双责”，推
动党建与业务工作两手抓两促进。

乌兰强调， 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 多种形式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筑
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从源头上扎紧制
度的笼子，坚决惩处各类腐败行为；持之
以恒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有
效防止“四风”反弹；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家
风建设， 以良好的家风促进党风政风、带
动社风民风。

以机关党建新成效
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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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移动风云，于斯为盛。2017移动互联网岳
麓峰会在岳麓山麓、湘江之滨如期上演。长沙
乃至湖南， 亮出了打造移动互联网湘军2.0、
致力千亿元产业梦想的韬略与豪情。

这是一个互联网展示魔力的时代———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各行各业渗透融合，
信息经济发展迎来“黄金时代”；人工智能、超
级计算机推动转型升级，制造产业步入“智造
时代”；扫码支付、滴滴出行、智慧社区司空见
惯，百姓生活开启“智慧时代”；梦想小镇、众
创空间活力迸发，青年创业者正拥抱着“双创
时代”。今日之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多的网民、
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最丰富的新
兴媒体应用。

一方沃土，引得万企云集：中电软件园、
芯城科技园、麓谷信息港等平台筑巢引凤；中
移电子商务创新基地和数据中心、 中兴通讯

长沙基地、 中国联通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等
先后建成使用；映客直播总部入湘，58集团重
点战略业务总部落户长沙，亚马逊、谷歌、阿
里 、 百度等世界互联网巨头纷纷布点长
沙 ……目前 ， 长沙的移动互联网企业已有
12000家，近3年平均每天增加4.5家 。生机勃
勃、“新”潮澎湃，敢为人先的长沙成为移动互
联网共享发展的样本。

忆往昔，“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看今朝，
互联英豪，近半湘军。一转眼，搅得移动互联
风起云涌的岳麓峰会已步入“第四季”。三年
沉淀 ， 时光有了浑厚的深度 ， 视野亦更宽
广———以“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为核心
主题， 今年的峰会聚焦构建互联网产业发展
新格局，剑指全面推动湖南互联网产业升级。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
多个场合强调 ，“加快马栏山创意集聚区建
设，力争形成‘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的网
络信息产业发展新格局。” 相比高等学府、科

研院所云集， 金融支持饱满的中关村，“马栏
山”坐拥自己独特的优势：知名 IP，优越的产
业、技术、人才、生态基础。隔江相望的岳麓山
大学科技城，孕育着巨量的发展动能。这里将
是互联网创业的“梦工厂”。

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强盛，与城市特色息
息相关。长沙素有 “生活之都 ”的美誉 ，泛娱
乐、泛社交、泛生活的产业模式，加上一批拥
有核心技术、 核心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中
国移动生活之都”释放的产业势能，必将引领
新的产业模式、新的生活潮流。最新发布的产
业发展规划预测，到2020年，湖南全省移动互
联网产业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以上。

“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未来”。
就像世界互联网大会于乌镇、浙江一样，对于
长沙、湖南来说，我们乐见与之匹配的移动互
联网话语权或移动互联网产业群崛起。 思维
与灵感激撞，文化与科技相融，移动互联网湘
军2.0正跨步飞跃，引领未来。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李果 王芳）“北有
中关村，南有马栏山”。“马栏山”如何真正
崛起？移动湘军如何掀起更大浪潮？今天
下午，2017岳麓峰会之移动湘军论坛在
长沙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互联网企业领
军人物、 专家学者等共2000多人出席论
坛，共话“马栏山”产业新格局，论道移动
互联网新趋势。

论坛以“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为
主题，内容涵盖互联网产业、投资、金融、
泛娱乐、公益等前沿领域，分为“高峰对
话”和“新锐发声”两大部分。

58集团CEO姚劲波认为， 马栏山是
一个自发形成的、很好的IP，中关村早期
也没有名气，慢慢变成了大产业，以十年
的纬度来看，“北有中关村， 南有马栏山”
定将大有作为。IDG资本全球董事长熊晓
鸽认为， 马栏山不能简单地对标中关村，
在内容方面应该有所不同，应充分发挥湖
南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同时更多地关注
刚性需求、消费升级。拓维信息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新宇则认为，这对湘籍
企业和非湘籍企业都是很好的机会。相信

未来很有可能在湘籍企业家中出现一批
像BAT这样伟大的企业。

对于消费金融这一疯长的蛋糕，易宝
支付CEO唐彬、融360CEO叶大清、中国
财经大学教授、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创始人
黄震等大咖也展开了热烈讨论。 叶大清
说，心有多大，蛋糕就有多大，湖南人爱网
贷、敢消费，在消费金融领域有非常大的
想象空间。黄震认为，互联网金融呈现了
几个新趋势，第一是新需求，新需求呼唤
新金融；其次是新场景、新技术与新生态，
金融的发展必须紧跟这些新趋势。

与会嘉宾还就“互联网＋泛娱乐”“互
联网＋管理”“互联网＋投资”等不同领域
展开圆桌讨论，探讨移动互联网将带来的
变革和创新。

今年的论坛还首次设置了“新锐发
声”环节，IDG、风云资本、新湘会等多
家单位推荐了6支互联网团队， 首次来
到现场进行项目交流和展示。轻松筹创
始人兼CEO杨胤、 海翼股份创始人兼
CEO阳萌等6位青年企业家发表精彩演
讲，并与姚劲波、倪正东等进行了面对
面交流。

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3月31日， 在2017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
会场， 记者采访了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
司创始人兼CEO徐少春。

连续12年蝉联IDC中国中小企业市场第
一， 旗下移动工作平台云之家综合实力位居
中国移动办公市场第一， 随手记服务用户数
已超过2亿户……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
到“移动互联网+”，徐少春走过了25年不平

凡的历程。
谈起岳麓峰会，徐少春说：“多年来，湖

南各级政府重点支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 岳麓峰会越办越有人气， 越办越有名
气。这次的主题是共享经济下的移动生活，
其实也需要关注产业转型升级与移动互联
网的结合。”

徐少春是第3次参加岳麓峰会的“老熟
人”了。他告诉记者，金蝶多年来致力于企业
向云服务转型。金蝶云ERP业务发展迅猛，华

为、腾讯、可口可乐、万科、捷豹路虎、金砖国
家开发银行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都是其
客户。

“中国制造2025的浪潮带来了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机遇，湖南在智能制造、创新高端
技术方面要有所突破， 需要产业与移动互联
网相结合。” 徐少春希望金蝶以此为起点，加
大投资， 用创新推动湖南企业移动互联网转
型，为家乡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金蝶计划3年内投资10亿元，建成后3
年内将会新增4000多专业技术人才就业。”
徐少春透露， 目前金蝶正筹备在长沙建设云
服务基地暨研发中心。

“移动互联网湘军”引领未来
移动湘军论坛开讲———

“马栏山”如何崛起
听互联网大咖论道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张令 叶颖容）随着电子支付方式
进入经济生活，人们在虚拟世界的交易量
越来越大， 数据可能成为未来的新型货
币。3月31日下午，2017移动互联网岳麓峰
会“知识产权 数字资产交易分会”在长沙
举行，与会专家就如何规范数字资产市场
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是最为人们熟悉
的一类数字资产，游戏市场、电竞行业、泛
娱乐领域中也存在着大量的数字资产交
易，例如游戏卡、游戏装备等。湖南搜云网
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尉介绍，中
国已占据全球80%的网络游戏交易市场、
90%比特币交易市场，且随着我国电竞行
业、VR&AR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全
球的数字物品交易市场中已占据了绝对
的领先地位。

但与此同时，数字资产市场存在着难
界定收入、无法鉴权、买卖纠纷、诈骗成
堆、跨国洗钱等问题，数字文化产品缺乏
知识产权保护， 这些都制约着数字资产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亟待政府和行业共
同建立规范。

与会专家认为， 数字产权交易规模
已迎来万亿市场， 且呈现快速增长的态
势，是下一个投资蓝海。对于长沙高新区
而言，建立规范化的数字资产确权体系，
是抢占先机之举，将吸引更多产业落户、
加快产业集聚、 推进湖南移动互联网产
业的发展。同时，将数字资产确权规范，
让所有数字资产交易皆有迹可循， 这对
于“跨国洗钱”“网络欺诈”等互联网违法
犯罪行为将起到极大的遏制作用， 更有
利于对整个数字资产交易市场的监管，
继而形成地区性标杆效应。

数字资产亟待规范和保护

湖南日报3月31日讯（记者 王晗）今
天上午，2017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开幕
式上， 湖南湘江新区与58集团签订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58集团旗下企业58同城、
58到家、58众创等将入驻湘江新区西湖
文化园，拟投资1亿元，建设特色产业园，
预计今年底建成开园。

根据协议，湘江新区将与58集团紧密
合作，共同在西湖文化园建设以“创新创意
+移动生活”为主题的特色产业园。园区分
为58总部基地和创新创意基地两部分，总
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中，58总部基地由58
同城南方总部、58到家及58金服集团等组

成，预计市值将超过1000亿元，可带动就
业2万人以上；创新创意基地由58众创打造
运营，计划推动2000家传统企业与互联网
企业实现跨界融合， 孵化创新型中小企业
300家，培育年产值超10亿元的龙头企业3
至5家。以“互联网+特色产业”平台为依托，
园区将打造全国知名的创新型产业集聚
区，预计建成运营后，前5年将实现产值30
亿元、税收4亿元。

58集团是中国互联网生活服务领域领
导者，旗下拥有58同城、58到家、58众创等8
个重点子品牌，业务领域覆盖房产、汽车、招
聘、金融、二手、本地生活服务及影视等。

湘江新区与58集团共建特色产业园
预计今年底建成开园

� � � � 3月31日，2017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在长沙启幕，约2000家移动互联网企业参加，参会总人数达3000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徐少春:岳麓峰会越办越有人气

（2017年3月）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

《袁隆平的世界》
陈启文 著；龚湘海 责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3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由报告文学作家陈启文

担纲写作，全面、真实、深刻地展现袁隆平为
科学奋斗的伟大历程。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 他主持发明的杂
交水稻，不仅养活了中国人，还输出到20多个
国家，为世界反饥饿作了巨大贡献。他风趣幽
默，是游泳健将，还喜欢拉小提琴，有很多不
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推荐语： 袁隆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科
学家。本书充分展现了袁隆平的人生世界、科
学世界和精神世界，是这一题材的巅峰作品。

《大国速度：中国高铁崛起之路》
高铁见闻 著；杨林、林澧波 责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3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了中国高铁从无到

有，再到自主创新、高速发展，最后成为高铁
强国的全过程， 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高铁崛
起之路，以故事记录历史，从细节探究真相。

推荐语： 首次独家披露高铁崛起过程的
幕后故事。作者高铁见闻，著有首部世界高铁
发展史《高铁风云录》，活跃于微博、微信等自
媒体圈，有“高铁科普第一人”之称。

《风口浪尖》
杨少衡 著；杨晓澜 责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抗击台风 “海王”“丝

丽”为切入点，以虚构的沿海城市北岭的发展
为背景，细腻地讲述了张子清、唐亚森 、陈竞
明等主人公在基层工作奋斗的斑斓故事 。主
人公们互相碰撞，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却大
都执着于自己的理念和操守，追求敬畏之心。
个性决定命运， 每个人都处在人生的风口浪
尖，关键在于你怎么选择。

推荐语：杨少衡惊心动魄的反腐力作，李
敬泽、梁鸿鹰、 南帆等名家倾情推荐。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
张宏杰 著；蒋浩 责编
岳麓书社 2017年3月出版
内容简介：这是一部关于 《曾国藩家书 》

与曾国藩所建立的曾氏家风文化的通俗读
物， 从家书出发， 探明曾国藩家族的内部关
系，尤其是他对兄弟与儿子的教诲。曾国藩对
家族有着极强的责任心， 对兄弟与儿子能因
材施教，在面对家族成员时表现真实而坦率。
他的这些品质对曾氏家族家风影响至深 ，经
后世传播，已成为中国治家之道的典范。

推荐语： 著名学者张宏杰潜心十载深度
挖掘《曾国藩家书》，重现曾氏家风文化的典
范价值，唐浩明、郦波阅后联袂推荐。

《贪玩的人类———写给孩子的科学史》
老多 著；周霞、刘艳彬 责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科学家就

是一群贪玩的孩子，科学的诞生需要好奇心、
闲暇和自由。远古人们为了弄口吃的，发明了
石器；为了弄清楚天上的星星到底是咋回事，
双簧管乐师赫歇尔，却造了一辈子的望远镜，
成为了天文学家……本书是一部轻松迷人的
科学史，讲述了科学从无到有的历程，以情景
再现的形式还原了几千年来大师们探求真理
过程中的奇闻趣事。

推荐语：拆掉思维的墙，打破学科壁垒，
培养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 不仅让孩子有
求真理的能力，更有探索天理万物的好奇心。

《理论思维与文化软实力》
张国祚 著；王桂贞 责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论述了理论思维与文化

软实力的关系，以辩证唯物论思维为指导，深
入阐释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详细分析了我
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状况和发展状况， 提出
了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理论思维框架和应该探
讨的主要问题， 就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理
论思维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推荐语： 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领军人物
张国祚的权威研究成果， 带来一份关于文化
软实力的思想盛宴。

湘版好书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