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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7年3月31日，“移动互联网湘军” 齐聚
“2017岳麓峰会之移动湘军论坛 ”现场 ，共商
共论湖湘产业发展大计、 共畅共享业界热点
未来趋势。 作为一个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的高
峰论坛， 岳麓峰会既是移动互联网产业在湖
南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也已成为世界观察
湖南发展的一扇窗口。近年来，省委 、省政府
出台一系列专项扶持政策， 着力打好 “湘情
牌”， 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和资本在湘齐聚，推
动移动互联网与文化创意、 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北有中关村、南有马栏山”“北有武汉‘光
谷’、南有长沙‘云谷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正
在形成， 湖南已成为移动互联网产业成长的
一片热土。

选择移动互联网产业，
湖南为什么？

移动互联网产业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新
风口。互联网产业是具有无限潜力的战略性、
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具备渗透性强、辐射带
动面广、发展潜力大、技术与附加价值高等鲜
明特点。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产业，在适应经济
新常态上发挥着引领和支撑作用。 从供给角
度看，移动互联网发展带动了投资增长，并通
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发展。从需求角度看，移
动互联网带动了就业，拉动了消费增长，创造
了新的消费形式。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催生了
前所未有的新兴业态；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
又从经营、管理、营销、销售等多个环节对传
统经济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就当前而言，移动
互联网产业将让湖南发挥后发赶超优势 ，推
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

移动互联网产业是激发创新创业的新舞
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降低了大众创业
的门槛，万众创新也并非高不可攀，一个创意
点子也许就能创造出一个新行业， 几个人的
团队也许就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 连接一切成为可能。 自2014年以
来，我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长沙已经
成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创新和发展的高地 。以
58到家、远大美宅、中清龙图、拓维信息、易宝
支付、中移电子商务、步步高支付、快乐购、御
泥坊、 友阿云商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创新创
业案例遍地开花，形成新的经济亮点。我省移
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会已经举办三届， 成为
行业大咖、精英学者、创新人才和创业新秀交
流的新平台。 随着我省对于移动互联网创业
扶持力度的加大， 大量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
人才将会找到自己的舞台，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气氛将会更加浓厚。

移动互联网产业是惠及社会民生的新路
径。移动互联网不仅影响产业分工，同时也给
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带来改变。 加快移动互联
网在民生领域的普及和应用，把“人与公共服
务”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全面连接起来，有助于
解决看病难、 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及防治雾霾
等新老重大民生问题。我省已经与腾讯、阿里
巴巴、 华为等国内互联网企业建立了合作联
系，探索移动互联网在社会民生方面的应用。
特别是在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打造以云
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信息挖掘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的城市形态方面， 湖南

已经先行一步。目前，我省已有株洲市 、常德
市、 长沙县等19个市县被列入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范围，“智慧城市” 极大方便了群众的衣
食住行。

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
湖南凭什么？

一是湖南具有“敢为人先”的文化传统 。
湖南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敢为人先”“经
世致用”“吃得苦，霸得蛮”等文化精神已经融
入湖南人的血脉，成为湖湘文化的标识。面对
新世界、新事物，湖南人从来就不缺少心胸和
气度。 移动互联网时代更需要这种 “敢为人
先”的精神气质。早在“互联网+”风口形成之
初，湖南就提前布局，出台系列政策措施，推
动移动互联网产业在湖南的落地生根。 如长
沙，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地提出了打造“移动生
活之都”的目标，其前瞻思维、扶持力度和政
策含金量都居全国前列。

二是湖南具备“先人一步”的发展基础 。
湖南在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方面具备得天独
厚的基础。地理位置方面，湖南位于东部沿海
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
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区位优势明显。科
研人才方面， 湖南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
居中部第一， 在信息技术方面的院士数量处
于全国前四、中部第一，拥有国防科技大学 、
中南大学等一批科研实力雄厚的高校。 产业
基础方面，“移动互联网湘军” 已初现雏形 。
2016年， 湖南移动互联网企业已突破2万家，
实现总收入接近600亿元。 集聚区建设方面，
长沙高新区率先成为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
集聚区， 正在按照全国一流移动互联网产业
集聚区的标准加紧建设，常德、株洲、衡阳等
市正紧锣密鼓规划建设移动互联网产业园 。
这些都是湖南推动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
要支撑。

三是湖南具有“人无我有”的比较优势 。
政策方面，省、市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扶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特别
是 《关于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 》
《关于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等扶持政策，在全省层面进行战略布局。行业
方面，在全国移动互联网领域 ，近1/3是湘籍

企业家，涌现出“微信之父”张小龙、陌陌创始
人唐岩、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等一大批湘籍
领军人物。这些，都是湖南发展移动互联网企
业的比较优势。

推动移动互联网产业，
湖南做什么？

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当好 “服务员 ”。
政府要主动作为， 为移动互联网产业营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要加强服务平台建设、领军企
业培育、创新人才引进等工作，推动移动互联
网产业向特色化、集群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
要全面优化、细化、具体化人才、财税、金融等
扶持政策， 引导移动互联网行业的龙头企业
和小微企业集聚发展， 把湖南打造成移动互
联网产业的政策洼地和产业高地。

其次，企业要加快发展，当好 “主力军”。
移动互联网企业要加大创新力度 ，示范和带
动更多企业投入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在技
术方面 ，要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开发和掌握
一批具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 ； 在服务方
面 ，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为消费者提供更
丰富、更优质的服务；在产品方面，要加强研
发力度，打造一批消费者看得上、买得起 、用
得好并且质量上过得硬的产品 ；在商业模式
方面 ，要瞄准行业领先标准 ，培育一批新模
式、新业态；在社会责任方面，要坚持法律底
线，坚守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双增长。

最后， 社会要多支持鼓励， 当好 “后援
团”。要进一步加大对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特
别是领军人物的宣传报道力度， 深入挖掘湘
籍互联网企业家的成长史、创业史、奋斗史 ，
在全社会营造支持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浓
厚氛围。要进一步加大平台建设力度，努力把
“岳麓峰会”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移动互联
网行业知名品牌， 吸引更多优秀企业和人才
来湖南投资发展。

无湘不成军。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是当
前湖南后发赶超、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是当
代湖南人对“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精神的再
次实践。在这片发展的热土上，“移动湘军”整
装出发，必将会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唐敏）

⑧

让发展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我省如何打造“移动湘军”

� � � �根据省政府 《关于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的若干政策》（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
日），省财政拿出“真金白银”， 着力扶持移动
互联网产业发展。

一、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国内外知名的移
动互联网企业，其总部整体迁入我省，或在我
省设立区域性总部、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投
资额1000万元以上的， 一次性给予100万-
1000万元项目落地补助资金支持。对当年营
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年增幅超过30%的移
动互联网企业，一次性给予100万-500万元
项目资金补助。 对移动互联网企业投资开发
新项目或对原有项目改造升级， 给予最高达
500万元的补助。对当年营业收入300万元以
上的移动互联网中小微企业 ， 给予最高达

150万元的补助。
二、着力引进高端人才。对在国际或国内

移动互联网产业知名企业有3年以上工作经
历，且担任中、高层职务的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来湘创业， 给予最高达500万元的创
业资金扶持；入驻园区（集聚区）的，连续3年
免费提供不超过50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 ，或
给予3年实际房租补贴。此外，在技术创新和
市场培育方面，也有相应的扶持政策。

■链接 湖南大力扶持移动互联网产业

� � � �湖南女子学院驻卿家巷村扶贫工作队
周静 丁尧

6月3日， 湖南女子学院驻双牌县泷泊
镇卿家巷村扶贫工作队再次把村里的孩子
带出了农村。这一次，他们去做什么呢？

原来，近期异常火爆的电影《摔跤吧，
爸爸》马上下线了，工作队赶在“六一”儿童
节这个周末， 带孩子们也过一个快乐的节
日。三十多个孩子坐上工作队租的车，来到
永州市尚美国际影城， 看上了孩子们都喜
欢的电影。

这是一部讲述农村女孩成长过程的励
志片，特别契合村里孩子们的现状。两个半
小时的电影，孩子们看得很认真，不少孩子
跟着剧情一起受感染，出来后两眼红红的。

小女孩可莹来自贫困家庭， 父亲智力
不高，妈妈对妹妹的照顾多一些，让她稍微
有些叛逆。工作队给她争取了爱心助学金。
交流多了，她与我们的关系也近了。看完电
影，小学六年级的小姑娘感触挺多，好像突
然间明白了努力学习的意义。她说，她也有
一个对她很好的爸爸，虽然爸爸智力不高，

但是对她的关心关爱一点也不少。
小誉泰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可是

去年患上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一度被
告知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对于这个本就
贫困的家庭来说，手术费真是天文数字。值
得高兴的是， 在小姑娘父母多方求医和工
作队帮助下，经过半年多的保守治疗，孩子
的各项血液指标有了明显改善， 身体恢复
较好。 已有半年多没有上学的小誉泰 ，听
说要去看电影 ， 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好
觉。 看完电影， 她眼睛红红地告诉我们：
“等我病好了，也要好好学习，我要跟吉塔
一样有出息。”

还有单亲的小馨、洪云、小磊，留守的
诗琦、湘钟、小鑫……对他们来说，这是工
作队又一次带给他们的陪伴。

虽然活动只有半天， 但带给了孩子们
不同的体验 ：有关心 ，有陪伴 ，也有成长 。
两年多的时间 ， 卿家巷村的孩子们都成
了我们的娃 、我们的学生 。也许我们改变
不了每一个孩子 ，但是只要通过努力 ，能
够改变一些孩子甚至一些家长的观念 ，
那就值了。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百姓口述

“我要跟吉塔一样有出息”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记者 戴鹏）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株洲市创新与人才大会上获
悉，该市近年来通过实施人才战略，各类技
术人才总数已达20万人。会上，株洲市对
全市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文化创
新和管理创新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项目单
位首次颁发了创新奖。

近年来， 株洲市把培养和吸收创新人
才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 先后出台了
“创新10条”“双创8条”，启动实施“100项
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和“进一步推进人才优
先发展的30条措施”， 全面保障实施领军
人才、重点产业人才、公共服务人才、蓝领

精英人才计划，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4000
多名。全市现已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3名，国
家突出贡献专家42名，各类技术人才总量已
达20万人。株洲市人才工作模式被评为全国
第二届基层人才工作创新优秀案例。

通过实施人才战略， 株洲涌现出了一
大批本土科技人才和先进项目。近年来，株
洲市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0%以上， 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72件， 是全省平
均数的2倍。近3年，株洲市新增国家、省级
研发平台54家，新成立国家级、省级创新
技术战略联盟6个，新建成中国动力谷租住
创新园等众创空间17家。

株洲各类技术人才已达20万人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金辉）今天，由中国环境记协、香
港卫视和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联合倡议的
“我用环保爱中国”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长
江流域江豚保护优秀志愿者颁奖典礼在岳
阳举行。 中国环境记协办公室主任张楠宣
布活动启动。来自北京、安徽、江西、香港等
地的媒体记者共同发布的《中国长江江豚
保护宣言》，掀起了保护江豚的热潮。

2011年底，湖南日报记者徐亚平创办
全国首个民间江豚保护协会———岳阳市江
豚保护协会， 确立让江豚升格为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等3大攻坚目标，启动29项工作，
发展会员188人、 外围志愿者上万人。有
效遏制了江豚灭绝速率， 实现了洞庭湖
江豚稳中有增； 救护并成功放飞东方白
鹳、麋鹿、中华鲟等珍稀野生动物384只。
协会获“全国最佳绿色组织奖”“全国最

佳志愿服务组织奖”等奖励，被媒体报道
800多次。

当天的活动中，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民间环保组织代表、媒体记者等2000多人
齐聚岳阳，共商护豚大计。世界自然基金会
（瑞士）北京代表处发来贺电；歌唱家陈思
思、表演艺术家李玉刚发来祝贺视频；东方
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 中国节水大使王诗
沂，国家一级演员李政红、李百珂、胡学军，
江豚大使、演员文祥等，现场表演了精彩的
环保节目。颁奖典礼上，长沙周自然、山东
任增颖、江西余会功等60名优秀志愿者受
到表彰。

活动现场，“保护生态环境， 留住江豚
微笑” 大型环保图片展、 青少年江豚板画
展，书法家李凌烟、陈木香的江豚书法作品
展，以及“我和江豚玩自拍，万张笑脸‘益’
起来”等活动同步举行，引爆全场。

“我用环保爱中国”活动在岳阳启动

� � � � � �荨荨（上接1版）
2015年12月，报请国家旅游局同意，张家

界启动筹建“旅游城市大数据合作平台”，采
用“31+100+525”模式（31个省市自治区+全
国100个重点旅游发展城市+525个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整合旅游大数据和旅游城
市基础数据资源，应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
算等现代技术整理分析数据，为党政决策、企
业经营、游客消费、旅游研究、城市发展等提

供服务。
“这是推动张家界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旅游经济走向高端的重大契机， 我们必须
抓住机遇， 全力以赴打造国家旅游大数据合
作平台，进一步提升张家界的知名度，实现跨
越式发展。”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刘革安表示。

记者了解到， 经过前期洽谈， 国家旅游
局、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航天集团、北京大
学拟签署合作协议， 在张家界创建旅游城市

大数据合作平台﹙国家旅游大数据实验基
地﹚， 打造国家旅游大数据张家界产业园。未
来几年，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有望形成旅游大
数据标准“十亿”产业体系、旅游大数据品牌
“百亿园区”。

“下一步，我们将力促《旅游业分类》国家
标准升级为国际标准， 抢占旅游标准国际话
语权， 为世界旅游业发展作出张家界贡献。”
刘革安说。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向晓玲
杨世方）6月1日召开的泸溪县交通运输工
作会议透露，2017年， 该县将投资12亿元
大力实施交通扶贫工程。

2016年，泸溪县坚持项目引领，全年
完成交通建设投资3.03亿元， 圆满完成干
线公路、农村公路、危桥改造、站场建设、渡
口码头改造等交通项目的年度建设任务，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增添了新动力。

2017年，该县将进一步加大交通扶贫
投资力度，全年拟完成交通建设投资12亿
元，力争突破13亿元。其中，干线公路重
点推进“乡乡通二级公路”建设，计划投
资9.75亿元， 着力建成一批续建项目、新
开一批重点工程、推动一批项目前期。续
建完成G319泸溪绕城公路和S252、S336
泸溪至辰溪公路， 年底实现正式通车；

S252、S254能滩至浦市二级公路完成路
基工程； 泸溪沅水绿色旅游公路慢行系
统开工45公里，完成16公里，武溪唐家
排-铁山河大桥段对外开放。新开工建设
G319洗溪-吉首公路、兴隆场经巴斗山至
凤凰木江坪二级公路、小章-吉首双塘二
级公路等项目。

该县农村交通扶贫投资2.12亿元，全
力办好交通扶贫重点民生实事。 年内完成
重要县乡道建设12公里，实施农村公路“窄
改宽”改造50公里。建设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200公里， 全县城乡公路危险路段
到年底要实现安保设施的“全覆盖”；让交
通精准扶贫落地生根， 建设扶贫村农村公
路280公里，改造公路危桥18座。同时，大
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为加速推进扶
贫脱贫步伐提供内生动力。

泸溪将投资12亿元实施交通扶贫

� � � � 湖南日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王玖华
张义 陈卫国） 双峰县林业局日前透露，该
县近年来大力发展南竹加工等林业产业，
2016年实现产值52亿元，带动9.3万农户受
益。

地处湘中腹地的双峰县， 拥有22.9万
亩竹林，南竹立竹达3900万根。过去，农民
砍了竹子直接卖， 每50公斤售价不到10
元， 有时候卖一吨南竹还抵不上一天的工
钱。2010年前后， 县林业局等部门赶赴广
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招商引资，引进竹
木加工企业40多家，生产竹胶板和竹制家
具、竹制用品等。

经过最近5年的培育发展，双峰的竹木

加工企业发展到270多家， 提供就业岗位
1.2万余个。其中，湖南中南神箭集团等7家
企业成为全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产品
远销国内外。在竹木加工领域，全县已拥有
一批叫得响的国家级、省级“名牌”，“双峰
造” 竹产品成为许多知名建筑公司施工用
材中的首选。

加工兴旺， 加工企业带动各类专业合
作社和种植大户，实行“公司+基地+农户”
的经营模式， 全县南竹种植等专业合作社
发展到128家。县里对新造、低改南竹林实
行补贴，坚持每年新造2000亩高标准丰产
林，培育1万亩，低改6万亩，为加工业储备
可持续发展的优质原料。

南竹加工“唱主角”

双峰林业年产值超50亿元

文艺汇演
展风采
6月4日下午，

小朋友在表演节
目。当天，诺贝尔摇
篮教育集团在长沙
田汉大剧院举行文
艺汇演， 师生通过
表演诗歌故事和太
极拳等节目， 展示
才艺和教学成果。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邓世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