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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陈薇 ）长沙又增一张
国际文化名片！今天，“东亚文都·美食长沙———长沙非
遗美食展示活动”在长沙坡子街火宫殿举行。省政协原
副主席王晓琴出席。现场，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授予长沙
“国际美食之都”称号。

参加本次活动的既有来自文化部外联局、 世界中
餐业联合会的相关领导，也有来自日本、韩国的代表团
以及哈尔滨、青岛、泉州、宁波的代表团。

活动现场，湘菜烹饪大师进行了切发丝百叶、蒙眼
雕刻和平鸽、切菊花豆腐等多项技艺表演；长沙弹词传
人进行了《点赞长沙美食》长沙弹词表演，长沙市花鼓
戏保护传承中心演出了《刘海砍樵》等折子戏。长沙市
各级非遗美食产品亮相，市民高兴地品尝臭豆腐、浏阳
豆豉、靖港甜酒、玉和醋、腊八豆、沩山擂茶、金井绿茶、
徐长兴烤鸭、浏阳油饼、糖画等美食，现场向这些非遗
美食的传承人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制作工艺，现场热闹
非凡。

据悉，本次活动由文化部、湖南省人民政府指导，
湖南省文化厅、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世界中餐
业联合会主办。

长沙又增一张国际文化名片
获评“国际美食之都”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樊佩
君）今天，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执法规范化建
设视频推进会，就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做好当前维
稳安保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许
显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近年来，全省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能力逐步提升、权力
运行不断规范、执法制度体系日渐完善、执法监管全面覆
盖。近3年，绝对不诉案件、无罪判决案件、公安行政复议
赔偿案件实现“三连降”，人民群众安全感、警务调查满意
度实现“三连升”。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公安部“12·15”视频会精神，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履行职责使命。要始终
保持严格执法、依法打击的“力度”，也要体现宽严相济、
文明执法的“温度”。加强执法监管中心和新型智能执法
办案场所建设，确保所有执法活动实现可回溯、可监督、
可预警。

据悉，岁末年初这一特殊时间段，全省公安机关将深
入推进集打斗争“冬春攻势”，坚决遏制突出犯罪多发高
发势头。 抓好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 做好春运期间保畅
通、保安全工作；继续推进“黄标车”整治，按期完成省政
府交办的工作任务；加强火险隐患常态治理，严防发生重
特大火灾事故。

全省公安机关
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警务调查满意度实现“三连升”

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近年来，我省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充分反映我省数字经济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的引领作用，湖南日报特推出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数字经济 潮涌三湘》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梁蓓

海翼股份位于长沙中电软件园7栋7
楼。

踏入公司大门之前， 记者不曾想到
这竟是一匹跨境电商中的“大黑马”！

海翼股份将移动电源、数据线、耳机
及音箱等产品，销往海外，在美国、欧洲、
日本线上具有最高的市场份额， 全球拥
有3000多万用户。

进军海外，
成功打造“爆款”充电产品

2011年海翼股份创立之始，眼光即
瞄准海外市场。

海翼股份线上销售运营负责人朱昱
告诉记者，海翼股份主要销售移动电源、
数据线等产品，由于海外市场相对规范，
且售价稳定，加之创始团队有海外背景，
首先进军海外市场顺理成章。

海翼股份产品类别百余个， 核心品
牌为Anker，主打移动充电设备。

打 开 美 国 亚 马 逊 官 网 ， 输 入
“Anker”搜索，显示出来的产品图片左
上角，都贴着“Best� Seller”的黄色小标
签。

据介绍，2016年， 海翼股份位列亚
马逊全球品牌卖家排行榜第一位， 旗下
品牌Anker是智能配件领域的“爆款”产
品，在美国、欧洲、日本线上具有最高的
市场份额。

数据显示，6年来，海翼股份以每年
超过50%的增速发展，2016年实现营业
收入25.09亿元， 其中国外营收占比

98.48%。
“我们有一套成熟的大数据监测和

分析系统， 可以准确地分析消费者的喜
好和购买习惯、消费需求。”朱昱说，这让
公司更有针对性地去改进、优化产品，从
而促进产品销售。

布局线下，
进驻沃尔玛3000多家门店

2016年10月，Anker产品在沃
尔玛美国3000多家门店开售。

海翼股份副总经理张山峰告
诉记者，从接触沃尔玛，到产品成
功上架，耗时1年多。

2015年年中，海翼股份启动跟

沃尔玛合作事宜，“那时有一种‘要跟巨人
握手’的忐忑感。” 张山峰说，直到海翼团
队去沃尔玛卖场，发现其在售的3C配件产
品，在规格、功能、性能、设计等方面，不同
程度地落后了海翼产品半年， 信心才有所
提升。

与沃尔玛的谈判，漫长而波折。
“短时间内，需要按规定格式准备大量

产品资料，做出符合要求的样品包装；还要
专门寄一套产品到美国供其检测。” 张山
峰记得， 沃尔玛团队还去了产品加工工厂
审查，确保产品的可靠性。

产品上架1年多， 沃尔玛销售反馈良
好。 特别让张山峰自豪的是， 现在双方合
作，海翼已经占据“主动权”。

“现在沃尔玛会主动找我们，希望某款

产品能在他们的货架上销售。 沃尔玛负责
电子品类的全球副总裁， 日常管理百亿美
金业务，对我们的业务模式、产品开发体系
等情况都非常清楚。”

与沃尔玛成功牵手后， 海翼股份陆续
启动了跟Best� Buy和宜家等商场的合作，
并设立了中东、 拉美等地区的线下销售团
队，今年线下市场的比例预计接近30%。

注重研发，
让“出海”产品更富科技魅力

12月21日， 海翼股份宣布将公司名
称，变更为“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名如此，意在突出公司“科技+电商”两
大基因。这正是海翼股份从线上到线下，做
活“海外”市场的诀窍所在。

“Anker能在成熟市场快速崛起，电商
是重要的‘敲门砖’， 但要成为全球标杆品
牌，仅靠渠道远远不够，需要产品、品牌和渠
道等全面发力。” 海翼股份副总张山峰说。

为了打造富有科技魅力的领先产品，
海翼股份以创始人为首， 创建了一支顶尖
的研发团队。

创始人阳萌，北京大学毕业，德克萨斯
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科学硕士， 曾任谷
歌高级软件工程师；

第二大股东、总经理赵东平，伦敦商学
院毕业，曾任戴尔中国销售总监、谷歌大中
华区在线销售与运营总经理；

副总经理高韬，北京大学毕业，曾在中
兴通讯、谷歌任职……

“公司每年投入数千万元用于新技术
攻关、新产品研发，其中2016年研发投入
达8014万元，目前研发人员超过450人，超
过总人数的50%。” 海翼股份研发部负责
人称， 这在一般外贸型企业和普遍依赖贴
牌生产出口的企业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近两年， 海翼股份系列产品获得国内
外设计大奖近10项；截至2017年6月30日，
公司在全球共获得授权专利266项。

【编
者
按
】

� � � � 2011年创立，2016年营收超25亿元；6年来，湖南海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每年
超过50%的增速发展，98%以上收入来自海外———

跨境电商中的“大黑马”

海翼研发和销售的部分智能配件产品。 通讯员 摄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数字经济 潮涌三湘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