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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红泉

“我们是一个村的，我富了，不会忘记你。”6月
8日晚，郴州安仁县华王乡东桥村，养鸡大户曹仁
春拉着帮扶对象祝务英的手，商量“脱贫计”。这暖
心一幕， 被录进湖南日报记者李秉均的摄像机镜
头里。

李秉均是湖南日报社赴扶贫工作重点县蹲点
采访的记者之一。“音视频+图片+文字”已成为湖
南日报社融媒体记者采访标配， 为读者带来更身
临其境的报道体验。

历经铅与火，走过光与电，再到数与网。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为指引，湖南日报社按下媒体深度融合的“快
进键”，进一步强化“移动优先”战略，在“相融”新
蓝海里高歌猛进。

移动优先的“化学裂变”
最新数据显示，湖南日报社打造的以“新湖南

客户端” 为核心的移动新媒体矩阵， 用户总数达
6000万，上线不到两年的新湖南客户端累计下载
量达1700万，日均点击量突破620万。

从“你是你、我是我”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再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个传统党报集团的
融合之路，一开始就牢牢树立“移动优先”战略，一
开始就紧扣突破采编发流程再造关键点， 其优质
内容在深度相融中不断激发“化学裂变”。

今年2月23日，不远千里来常德石门县薛家村
义务扶贫的退伍老兵王新法， 累倒在脱贫攻坚第
一线。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三湘都市报第一
时间组建融媒体报道团队，用图文、视频直播等融
媒体形式在新湖南客户端上进行了全景式报道。
移动端率先发力， 王新法事迹在新湖南客户端上
的总点击量超过了300万人次。接着，湖南日报连
续刊发王新法事迹的深度报道， 各新媒体平台再
次进行放大传播。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王新法
的名字被世人所熟知，感动了无数人。

在湖南日报社，每逢重大战役报道，组建类似
的以移动端优先的“融合作战平台”，已成常态。

为全面推进自身的组织重构、 流程再造和机
制创新，湖南日报社从调整组织架构入手，重新梳
理和优化重组采编发流程。 尤其是在新媒体建设

发轫阶段， 湖南日报社主要领导挂帅担任新媒体
中心总编辑， 对全社媒体融合工作和新媒体建设
进行整体规划布局和实际操作。 设立全社融媒体
调度指挥部，构建采编发联动平台；成立各垂直领
域全媒体中心，强化各媒体编辑部，完成各媒体内
容的整合；统一设计包装，统筹刊发管理，推动形
成了“一次采集、多种产品、多媒体传播”的新闻生
产传播新格局。

“现象级”融媒体产品让主旋律
更响亮

重新建构新闻生产的媒体深度融合改革，也
在重新定义媒体人的角色。 湖南报人站在融合发
展一线，探索移动直播、H5应用、无人机拍摄、图
文动漫等新媒体专业技能，一批“现象级”融媒体
产品不断推出， 设置议题能力和话语把控能力明
显增强。

在全国两会、全省两会等重大报道上，传统纸
媒与新媒体组成联合报道团队， 大家一起进行头
脑风暴，打造新媒体“爆款”产品。湖南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上，新湖南客户端推出说唱动漫《厉害了，
我们的新湖南》，其融合歌舞、说唱等多种音乐形
式，加上“快闪”“弹幕”等流行元素，解读党代会报
告的深层内涵，网友在3分10秒内就轻松领会党代
会精神主旨。这次党代会报道，新湖南客户端点击
量达4127万次。

媒体深度融合的种子， 同样播撒在湖南各市
州的沃土上，正在落地生根。目前，作为深度融合
试点的湖南日报社市州融媒体分社建设已经全面
铺开，拿惯了纸和笔的地方分社记者们，开始探索
主流新闻的新媒体表达。

中央厨房呼之欲出
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中，湖南日报社将“中央

厨房”作为标配和龙头工程，努力建好用好。
以旗下各媒体入驻新湖南大厦为契机， 湖南

日报社与人民日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技术空
间建设、业务指导、服务外包、应用数据的采用等
方面展开合作，加快建设“中央厨房”。目前，在新
湖南大厦事业楼第22楼，“中央厨房” 工作平台正
在抓紧构建，即将全面启动运行。

此前，湖南日报社旗下的湖南日报、新湖南、

华声在线，从“全国两会”“深圳文博会”，到“移动
互联网岳麓峰会”“百公里毅行”，均进行了多次成
功的融合实战练兵。无论是“采编调度虚拟空间”，
还是“物理工作空间”，湖南日报社“中央厨房”已
呼之欲出。

以“中央厨房”为基座，借助大数据功能，“新
湖南云”建设全面推进，湖南日报社的“朋友圈”不
断扩大，成为政务办事的好帮手———

与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在移动端实现政务公开和政务办事；与省纪委、省
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外宣办、省网信办、省财
政厅、省水利厅、省民政厅等省直10多家厅局单位
合作共建新媒体，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在融合蓝海里御风而行
舍弃大而全的“全国视域”，坚持本土化视角。

湖南日报社在媒体深度融合中， 注重新媒体姓
“党”，且具备浓浓的“湘味”。

旗帜鲜明标注党媒立场，设置湘政、湘财、湘
江、湘人等湘字号频道……新湖南客户端的建设，
见证了湖南日报社推进媒体融合的初心。 深耕湖
南，同时又不拘泥于“湖南”。湖南日报社已经开通
英文网站、英文公号、新湖南推特账号，新湖南英
文频道也开通在即， 旗下新媒体的海外用户已经
超过100万人。

在新媒体人才培养上， 湖南日报社通过社内
选拔、社外引进优秀新媒体人才，通过“百名记者
计划”在新媒体实操中培养人才，还在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山大学等开办脱产培训班进行新媒
体理论与实操培训， 这也是这些一流高校首次为
国内媒体培训新媒体采编人员, 为推动深度融合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基础保障。

今年5月，在湖南省科技奖励暨创新奖励大会
上，新湖南客户端获得湖南省首届文化创新奖。秉
持无坚不摧的意志，保持征服攀登的激情，坚持久
久为功的定力， 湖南日报社正在融合新蓝海御风
而行。

“相融”加速度 主流声更远
———湖南日报社坚定不移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周
帙恒）今天上午，省政协召开重点提
案督办暨办理协商会， 就省政协文
史学习委员会提交的提案《打造“船
山文化”品牌，弘扬湖湘文化精神》
进行协商督办。省政协副主席、省文
联主席欧阳斌出席会议。

王船山是深刻影响中华文化的
湖南籍思想家， 他的思想学说不仅
深刻影响近现代湖南思想界， 而且
通过一批精英人物深刻影响着中国
思想界。 作为湖湘文化的理论核心
之一， 船山思想研究还局限在少数
学科领域，“船山文化” 有待进一步
发掘和弘扬。

2019年是王船山诞辰 400周
年， 提案建议于今年启动纪念活动

相关筹备工作，并把“船山文化”打
造成湖湘文化标志性品牌。会上，省
委宣传部、衡阳市政府、省财政厅、
省发改委、 省社科联等办理单位在
认真办理提案的基础上进行了答
复。办理单位表示，我省将以纪念王
船山诞辰400周年为契机，高起点规
划、高水平建设船山文化园，省社科
基金拟发布相关研究课题， 面向全
国公开招标。

欧阳斌说， 要进一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弘扬“船
山文化”为载体，进一步推进文化强
省建设， 将湖湘文化与时代精神有
机融合， 增强湖南文化的辐射力和
凝聚力。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陈
薇）日前，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了入选第四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据了解，
湖南共有11种图书、电子出版物入选，
获奖数量位居全国省市前列。

其中，《兴国之魂———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讲》
（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国财政通
史》（湖南人民出版社）、《鲁迅藏外
国版画全集》（湖南美术出版社）等3
种图书获图书奖；《中国当代社会
史》（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动物
志》（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延安
文艺大系》（湖南文艺出版社）、《中
国民族节日风俗故事画库（中英双

语典藏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
版社）、《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等
6种图书获图书奖提名奖；《不能忘
却的丰功伟绩》（湖南教育音像电子
出版社） 获音像电子网络出版物奖
提名奖；《怒吼———北京鲁迅博物馆
藏抗战版画展图录》（湖南美术出版
社）获装帧设计奖提名奖。

另外，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获先进出版单位奖， 来自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彭兆平、 来自湖南达美程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戴盛获优秀出版人
物奖， 来自散文诗杂志社的冯明德
获优秀编辑奖。

进一步打造“船山文化”品牌

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出炉
湖南斩获颇丰

“时空之瞳”
6月13日， 长沙市高

新区麓谷国际工业园湖
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
限公司， 参观者在欣赏
360度全景VR影像“时空
之瞳”。 该公司是湖南自
主研发数字多媒体应用
领域的标杆企业，近年拥
有7项发明专利、19项实
用新型专利、43项软件著
作权以及600件作品版
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老板，一笼小笼包、一笼蒸饺、一碗稀饭，
多少钱？”一位中年顾客在一家早餐店一边掏钱
一边问。

“12元。”老板在忙着做小笼包，老板娘温和
地回了一句。

顾客掏出15元， 放到桌上一个红色塑料桶
里，又从里面拿出3元钱，然后径直离去。

这是6月12日早晨， 记者在衡阳高新区紫云
路北街“自助付账早餐店”看到的场景。顾客在这
家店子里吃完早餐， 会把钱放进一个小塑料桶。
如果钱多了，自己找零，老板不直接收钱。这种付
账方式已坚持15年。而据店主介绍，这些年来，还
没发现顾客少给钱，也没收到过一张假钞。

记者看到，这家早餐店与其他店子不同的是，
门口案台上放着一个无人看守的红色小塑料桶，
前来吃早餐的顾客自己向桶里放钱。 老板和老板
娘在店门一侧忙着做小笼包等， 背对着装钱的塑
料桶。顾客有没有给钱，他们是看不到的。

大部分顾客是熟客， 他们会自觉地向桶里
放钱。也有第一次来的顾客把钱递给老板，老板
回头示意：“放到桶里就可以了。”

据了解，这家“自助付账早餐店”是一家夫
妻店，老板叫陈冬林，老板娘叫蒋细云，是永州
市东安县人。

1998年，陈冬林夫妇到衡阳打工，跟师傅
学习制作小笼包。2002年， 他们自己在衡阳高
新区紫云路北街开了一家早餐店， 以卖小笼包

为主，兼卖饺子、稀饭等。开业之初，生意一般。
夫妇俩一人做小笼包，一人收钱。由于早餐有特
色，生意很快好起来，一个人做忙不过来。如果
两个人边做边收钱，这样很不卫生，请人收钱又
不划算。于是，他们在桌上放一个塑料桶，让顾
客自己投钱。

“这个方法是逼出来的。”陈冬林笑着说。
蒋细云说，刚开始也不放心，一边做包子

一边偷偷瞄顾客。但她发现，顾客都很自觉地
付钱， 慢慢地夫妻俩放心了。 坚持一段时间
后，老顾客养成了自助付钱的习惯。

“顾客吃完早餐忘记付钱的事也发生过，但一
般会返回补钱，或第二天过来时补上。”蒋细云说。

为方便顾客找零，陈冬林夫妇每天会在桶
里放很多零钱。陈冬林告诉记者，每天店里流
水有一两千元，放钱的桶里每天都会有50元、
100元的钞票， 但确实没有收到过一次假钱，
也没有发现顾客故意不给或少给钱， 更没有
人借机偷钱。 每天卖出去的早餐和收到的钱
相符，从来没有少收钱。

让陈冬林夫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当初这
种无奈之举，恰恰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带来早餐
店生意持续火爆。早餐高峰期，等吃小笼包的顾
客常常排队。

在店里吃早餐的一位叫罗斌的中年人告诉
记者，他家就住在店子附近，他是这里的常客，
早已习惯自己把钱放进塑料桶。 他说：“别人连
钱都不管，让你自己放，这么信任你，你如果不
给钱或少给钱，就太不厚道啦！”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彭
雅惠）今天，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
队发布数据：5月份， 我省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 工业生
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9%， 两者
涨幅均减缓至今年以来最低。

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简称PPI，
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
况的重要经济指标， 也是制定有关经
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PPI由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两部分组成。

自2016年10月始， 我省PPI指
数连月飙升，到今年3月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 购进价格同比涨幅
分别达到6.9%、8.6%，双双创近五年
新高。4月份PPI增速微有放缓，5月
份继续加大收窄力度， 显示出冲高

回落趋势。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省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低位运行，
终端需求未见明显扩张，PPI上涨主
要是由于石油、煤炭、钢铁等大宗商
品价格上升，导致挖掘、原材料等工
业上游行业PPI涨幅不断加大。上游
行业价格上升幅度大于中下游行业
涨价幅度， 使中下游行业利润空间
遭到挤压。

5月份，我省挖掘、原材料等上
游工业行业价格上涨幅度延续了上
个月回落态势， 处于中游的加工工
业价格涨幅稳定在4%左右，处于下
游的生活资料制造业继续保持低速
涨幅， 上中下游工业行业涨幅差距
缩小， 这意味着中下游行业企业利
润空间有望加大。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林
俊 记者 彭雅惠）今天，50公斤土生
土长的汉寿甲鱼顺利通过香港官方
检验检疫，进入市场销售，这是我省
甲鱼首次出口。记者从湖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获悉了这一好消息。

汉寿县有“中国甲鱼之乡”的美
称， 全县甲鱼养殖面积约7万亩，年
产稚鳖7000万只， 商品鳖6500吨，
从业人员逾1.2万人。汉寿所产甲鱼
属于中华鳖， 被评为湖南十大农业
品牌之一， 其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
优胜于其他种群。近年来，国内甲鱼
市场已趋于饱和， 销售成为汉寿甲

鱼养殖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
“汉寿县甲鱼产业基础好、成规模，

具备出口条件。严格的国际标准和严苛
的时效要求，是甲鱼出口难点。”湖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为破解难题推动
出口，该局针对汉寿甲鱼养殖企业建立
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对出口甲鱼采
取24小时快速验放模式。

首批出口甲鱼由汉寿县三间水
产食品公司养殖，农兽药残留、二噁
英等项目检测全部合格， 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已达到国际最严格标准。
该公司表示， 今年甲鱼出口量可达
到20吨。

衡阳有家早餐店，“自助付账”方式已坚持15年———

主客共谱“诚信曲”

我省自营甲鱼产品首次出口

湖南甲鱼“爬”上港人餐桌

5月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上涨5.6%
中下游企业利润空间有望加大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邹
靖方）6月13日至20日，2017“鱼米
之湘” 湖南食品产地巡演活动正式
在阿里巴巴1688.com上面拉开帷
幕， 这也是我省上半年最大的一次
B2B电商消费主题活动。

本次湖南食品产地巡演活动以
产地区域为主题，挖掘湖南特色源头
好货，扶持湖南食品优质商家，对买
家推广“寻味中国”系列品牌，满足下
游买家对接湖南地方特产需求。

活动期间还首次通过产地商家
直播的形式向全国的买家展示湖南
的原产地优势。 来自沅江的甄采蜂
业直播了纯天然蜂蜜酿造过程，湘
岳食品直播食品加工现场， 章鸭子
食品通过直播深度解析其制作工艺
等。此外，活动还开辟了高桥专区，

成功将我省的专业线下食品市场对
接到了阿里巴巴B2B平台。

共有154家厂家和商家参与本
次活动， 活动上架产品超过400款，
涵盖了湖南茶叶、饼干糕点、休闲熟
食、肉类食品、洞庭水产、生鲜水果
等湖南特色产品。 来自省内的俏嘴
巴食品、永和食品、熊小妹、叶闻（安
化黑茶）、布布糕点、众群食品、金花
源茶叶、 福健盛食品等知名品牌和
商家纷纷亮相， 预计整个活动期间
将带动线上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

据悉， 此次活动只是湖南思洋
和阿里巴巴1688.com在湖南开展的
食品主题活动的首秀，今年9月和12
月还将陆续有系列活动推出， 将为
湖南农产品的“湘品出湘”和“一县
一品”作出贡献。

中建五局地下“掘金”
承接地下管廊项目9个，

合同额154亿元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靳晴
李倩文）今天，记者从中建五局获悉，中建五局发挥“产
业联动、投资牵引”优势，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地承接
地下管廊项目9个，合同额154亿元，里程近200公里。

地上光鲜，地下落后，下雨就内涝凸显了城市
建设中的突出短板。近年来，各地加快地下管廊建
设，中建五局抓住机遇，率先在中建系统内成立了
湖南中建管廊运营有限公司， 专门瞄准城市地下

“掘金”，先后在长沙、永州、南宁、西安等地中标地
下管廊项目。

6月13日， 在长沙高铁新城片区的劳动路和东
四线交叉口， 中建五局承建的湖南首个综合管廊
PPP项目东四线管廊工程建设正在有序推进。走入
其中一条，就感觉进入了一个“别有洞天”的隧道。
两侧是一排排的钢铁支架，如同“超市货架”，从上
到下，电力、通信、给水等管线各行其道。

长沙中建城投管廊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万军告诉记者，长沙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是全国
首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项目之一，主要包括湘府东
路、东四线等11条管廊工程及3个控制中心，全长约
41.89公里，目前约17公里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预计
年内将实现主体全面完工。

彭万军介绍，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在城市道路的
正下方，建成投入使用后，地下各种管线互不干扰、
洁净有序；地上没有了蜘蛛网式的线缆，以后管线
维护检修都能在地下“静悄悄”地完成，马路再也不
用“开膛破肚”。2017年我国开工建设的地下综合管
廊将超过2000公里。

“鱼米之湘”湖南产地巡演开启

欧阳斌出席省政协重点提案督办暨办理协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