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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周于

“谢谢你!今年杨梅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3月2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平茶镇江边村，
微电影《靖州·江边梅红》杀青，当地梅农对出
资拍摄这部电影的“巧妹子”跷起大拇指。

“巧妹子”名叫李巧华，是靖州喜乐购电
商公司负责人。去年，因为晚熟加上宣传不到
位， 江边村的杨梅滞销。 梅农们愁眉紧锁之
际，李巧华带领她的团队，以专车直发的形式
把江边杨梅卖到了北京。

眼看就要烂在树上的杨梅变成了票子，
乡亲们又佩服、又感激，给李巧华送了个雅号
“巧妹子”。

“去年销售杨梅2万多件， 为梅农创收
231万元，惠及贫困人口427人。今年，这个数
据要争取翻一番。”谈起奋斗的苦乐，李巧华
面露笑容说，“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奋斗
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巧妹子”学的是艺术设计，大学毕业后
到广东一家公司工作。2015年， 她放弃稳定
的工作，回到靖州，开始创业之旅。

创业之初最艰难，一无人脉、二无经验、
三无实力。李巧华通过参加创业培训，学习创
业经验，寻找合作伙伴。当年下半年，她找到
了4名合伙人，在靖州农贸市场租了一间地下
室，加工、销售靖州特产山茶油。“为了节约成
本，没有销售门店，走货全靠上网。”李巧华
说。

2016年3月， 李巧华注册成立湘滋味电
商公司，其团队增加到16人，主营靖州杨梅。

李巧华带领公司大打“宣传牌”，邀请著
名主持人汪涵为靖州杨梅代言，拍摄全国首
部杨梅题材微电影《情定520———杨梅之
恋》， 并组织200名微商、 电商到靖州品梅，
通过朋友圈、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推介靖州
杨梅……这期间，李巧华像上足了发条的钟，
不知疲倦地奔走着。当时，怀化市一家房地产
公司一次性订购30万元杨梅鲜果。为准时交
货，公司3个冻库73名工人同时打包杨梅。为
确保质量，李巧华全程监督，三天两夜没有合
眼。“沉浸在奋斗的幸福当中， 全然不知疲
倦。”她说。

可到年终盘底， 李巧华发现， 其公司在

2016年虽然实现销售额近400万元，但因为“花
钱赚吆喝”太多，根本没有赢利。

李巧华从娘家借来20万元，用房子抵押贷
款15万元，给“打退堂鼓”的股东退还了股金。

去年，李巧华对公司进行重组，更名为喜
乐购电商有限公司，决心从头再奋斗。但家人
极力反对。原来工作过的广东那家公司也开出
优厚条件，让她重返公司上班。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李巧华冲破压
力与诱惑，坚持了下来。

去年7月初， 一个长沙客户预订了两件杨
梅，但快递公司没有及时送达。接到投诉，李巧
华自己开车8小时，从靖州赶到长沙，把新鲜杨
梅送到客户手上。

服务优，讲诚信，这一年，公司订单不断。年
底，每个股东分红不菲。公司获得武陵山片区
电子商务年度创新奖，并被评为靖州杨梅十佳
销售企业，李巧华也被评为怀化市最美扶贫人
物、怀化市巾帼建功标兵。

“我们将向其他农产品拓展，进一步做大
做强，让靖州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巧妹子”望着窗外，目光坚定。

“巧妹子”：
历经风雨见彩虹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实习生 于译凯

长沙创建国家智能制造中心， 离不开一
个“神秘推手”———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
这家机构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长沙市
政府友好协商共建， 为智能制造产业化和传
统产业的智能化提供助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机构呢？ 春节过
后， 记者走进了位于长沙高新区的长沙智能
制造研究总院和其孵化的企业———湖南苏科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几秒钟测量体型， 苏科智能
改变服装行业

几秒钟完成精准量身， 一分钟试穿几十
套衣服，最快两小时可以拿到成衣。记者在湖
南苏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探访时， 真切地感
受到：该公司正在改变服装行业的节奏。

通过苏科智能的智能量体试衣定制服务
平台，顾客体型的数据被快速计算出来。虚拟
空间即生成仿真电子立体模特，搭配试衣。

该公司商务负责人王鹏拿出手机展示，通
过正面、侧面、背面3次拍照，即可秒算出胸围、
腰围、臀围、小腿围等35项参数，精确度超过
98%。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量身获取参数至少
要用10分钟，定制服装从下单到成品需要20天
左右。现在，用户还可根据自己的喜好与设计
师沟通并进行调整，还可手动输入数据进行微
调；设计师也可以用软件终端来调试和设计。

智能量体试衣定制服务平台可与服装企
业有机对接。 通过用户的试衣体验和购买情
况，沉淀用户消费行为大数据，帮助服装企业
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新款推送； 根据消费者喜
好来预测下季爆款；实时掌握库存信息，对热
销款快速翻单。

王鹏说，中国仅工装定制市场就有4000
亿元规模。如果能将量体、选样、制版、试衣这
几个步骤简化到手机端， 预计可节省近百亿
元的成本，这正是苏科智能的使命与愿景。

春节前夕， 湖南本土知名制衣企业圣得
西与苏科智能敲定合作,携手把“互联网+服
装定制”变成现实。此外，苏科智能还正在和
省内外众多服装定制工厂协商合作， 预计每
年能为服装定制工厂量体30万人次。

苏科智能， 就是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
孵化的新型智能制造企业。

苏科智能创业团队来自于国防科技大

学，拥有较强的技术积累和科研攻关能力。但
在商务运作、市场开发等方面，初创时还缺乏
经验。 长沙高新区和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
在场地、手续代办、优惠减免等方面提供一系
列配套服务,让企业和创业者快速健康成长。

“工业云平台”覆盖全市1600
多家企业

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2015年10月挂
牌成立。据副院长胡单介绍，该院创立的“初
心”，就是为长沙建设国家智能制造中心提供
顶层设计，是全市智能制造的推进机构，助力
湖南制造强省建设。

依托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 长沙成立
了“2025智造工场”孵化器。和苏科智能一道

“面世”的长沙麦斯森无人驾驶系统，已经应
用在中国中车无人车系统中。

近两年，“2025智造工场”共组织50余次
交流学习活动，19期专家讲堂， 累计参加的
企业达1200家，参与学习人数高达5000余人
次。 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还经过多次专业
的孵化项目评审会，成功为本地筛选了42个
智能制造领域双创项目进行孵化。

“一位大学毕业生创业，想做一家手机企
业，可以通过我们找到设计师，找到厂家生产

和市场推广团队，甚至包括投资。这种模式可以
满足很多个性化的定制需求，降低创新创业各项
成本。”胡单说。在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架构的
长沙“工业云平台”上，企业将来碰到各种疑难问
题，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模块；和在网上
逛“淘宝”买衣服一样，为创新创业加载加速度。
2017年,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荣获“国家级湖
南湘江新区双创示范平台”“工信部制造业双创
平台试点示范项目”， 并成为中国电子国家级双
创示范基地的核心支撑单位。

2017年, 长沙工业平均每1.3分钟一台新
车下线， 平均每周引进一个投资过10亿元的
制造业好项目，平均每月新增一家A股上市公
司……长沙的智能制造工作得到了国家部委
的高度评价，这有研究总院的一份功劳。

两年多来，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整合央
企和国际国内高端资源，为长沙智能制造提供
重要的智库支撑，为存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诊
断、咨询、改造等服务，打造智能制造创新生态
体系。通过长沙“工业云平台”，探索解决长沙
市乃至全省制造业信息化难题， 提升工业企
业，尤其是致力提升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和创新能力，加速了产业升级转型发展。

长沙“工业云平台”目前初步形成了按需
服务的协同智造产业平台，已覆盖全市1600多
家企业。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
员 余旭华） 昨天上午， 长沙高新区召开
2018年自主创新暨政策落地兑现大会，现
场派发1亿元，722家企业和个人分享这笔
产业扶持资金。 据悉，2017年度长沙高新
区为企业兑现及争取的各类政策扶持资金
共计17.5亿元。 本次政策兑现的支持事项
共12大类59项，相较于2016年度兑现的支
持事项增长44%。

今年，在奖励产值或收入超过10亿元的
龙头骨干企业的基础上，新增了对企业产值
或收入突破1亿元至10亿元的补助，39家企
业获得此项补助。2017年， 长沙高新区新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293家， 该项补助为1463万
元，较去年增加917万元。在专利兑现方面，
2459项专利兑现近1300万元奖金。

此次兑现的产业类政策中， 六大新政

策为今年首次兑现，既涉及生物医药、军民
融合等新兴产业，也涉及科技金融服务、瞪
羚企业培育等。 军民融合产业扶持政策的
首次兑现达到500多万元， 其中29家企业
获得军品承研承制资质补助490万元。

截至目前，长沙高新区移动互联网企业
总数突破5000家，就业人数近10万，移动生
活之都强势崛起。记者从高新区信息产业园
了解到，省、市、区三级移动互联网政策叠
加，2017年度长沙高新区为1000多个移动
互联网项目拨付了2.955亿元扶持资金。

“高新区一直常态化地支持、鼓励企业
不断发展。 此次我们集中兑现涉企政策，兑
现奖励资金之多、 支持领域之广前所未有，
充分彰显了我们恪守政策承诺的诚信导向，
充分体现了我们大力扶持企业发展的鲜明
态度。”长沙高新区党工委负责人表示。

“神秘推手”助力“长沙智造”

� � � �长沙“工业云平台”为企业进行智能制造升级。（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摄

长沙高新区重奖经济功臣
2017年度兑现政策扶持资金17.5亿元

湖南日报3月3日讯 （记者 戴鹏 ）昨
天，株洲高新区举行“产业项目建设年”动
员会暨产业政策兑现表彰大会， 对去年符
合“1+7”奖励政策的176家企业、300余个
项目兑现了奖励政策， 共发放奖励与补助
资金1.8亿余元。

为落实好全省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
略，去年4月，株洲高新区从产业发展、招商
引资、双创人才、双创团队、金融创新、企业
扶持等方面，系统构建了“1+7”产业招商和
投资促进政策体系，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加速改造升级，并通过吸引“双创”人才，

加大全区自主创新力度，努力形成产业发展
“洼地”。这次兑现的奖励与补助包括奖励加
快自主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发展、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引进培育“双创”人才、工业项目招
商引资、引进创新创业团队以及入园工业项
目标准厂房租金减免、 瞪羚企业认定及扶
持、科技引导周转资金免息等方面。

据介绍，去年，株洲高新区技工贸总收
入、营业收入双双突破2000亿元，经济总量
和发展质量稳居全省园区前3位。今年，该区
将实施重点产业项目超200个， 产业投资超
200亿元，固定资产总投资超500亿元。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吴巍伟）3月2日， 华容县贸促会举行专
题表彰及奖金发放仪式，对李学元、张平、
许勇波、黎四洪、张伟等5位关心家乡产业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有功的普通农民，分别
给予6000元至34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这是该县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言必行、
行必果”的重要体现。

“完全在意料之外，没想到昨天刚在全
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受到政府表彰， 今天就
给我们兑现重金奖励。”来自华容县三封寺
镇墨山铺村的李学元， 领到当天最高的
34000元奖金后高兴地告诉记者。 去年经
他引荐， 湖南老宝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成
功入驻华容县工业集中区杨家桥创新创业

园， 填补了该县空白。 该项目计划投资
3000万元， 当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80
万元，并成功投产。

一年来，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营造
“人人招商”的良好局面，华容县陆续出台
《关于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管理意见》《招商
引资奖励暂行办法》等多项新政策。

华容县贸促会负责人卢昀石介绍，今
年是全省“产业项目建设年”，华容以此为
契机，突出项目建设“一个中心”，重点围绕
产业引导基金、总部经济、飞地招商，继续
加大以乡招商、以商招商、双创招商力度。
与此同时， 将正式出台更为优惠的招商引
资奖励办法， 形成促进县域经济更好更快
发展的长效机制。

华容5位农民领招商引资大奖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陈文美）“现在政策真好， 当天招聘，
次日就上了班。”今天，长沙市雨花区好食
上公司， 来自桑植县官地坪镇金山坪村的
谷成玮开心地说。

谷成玮是桑植县一位建档立卡贫困
户户主。3月1日，他参加长沙市雨花区人
社局在当地举行的劳务协作脱贫专场招
聘会，当天签合同，第二天就跟着招聘公
司的车到公司上班了。据悉，这场雨花区
专程赴桑植县举行的招聘会， 将上万个
岗位送到了贫困户的家门口，有300余人
达成就业意向。参与招聘的企业，不仅有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也

有对技能水平要求不高、 就业岗位门槛
较低、 对学历工作经验无过多要求的服
务型企业，还有雨花区园林局、环卫局提
供的驾驶员等150个就业岗位，所有岗位
均购买五险，绝大部分企业提供食宿，工
资待遇在3000元以上。

据了解， 张家界桑植县建档立卡的贫
困劳动力达2.68万人， 是富余贫困劳动力
大县，而长沙市雨花区是经济大区，企业劳
动力缺口大。为此，雨花区人社局与桑植县
人社局签订了《推进省内贫困劳动力劳务
协作协议书》，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劳务协作
关系。 对于此次招聘到雨花区就业的农民
工，雨花区将建档立卡，继续跟踪服务。

雨花区上万岗位送到桑植县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章斌） 这是一个热闹非凡之夜。3月2日
晚上，’2018洪江古商城春节旅游文化活
动元宵收龙活动纷呈。代表洪江48个会馆
的48支龙狮队伍披红挂彩， 踏街巡游，游
客和市民纷纷上街“钻龙”“扯龙”，用一种
传统的方式送龙飞升， 开始新一年的拼搏
和奋斗。

洪江古商城古有“小南京”“西南大都
会”之美称。受古商城会馆文化影响，洪江
对龙狮有深厚而独特的感情， 过年舞龙舞
狮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元宵收龙则是洪江
每年春节文化活动最后的重头戏， 今年的
收龙活动恢复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钻龙”

“扯龙”等习俗让活动更具观赏性。
晚上7时，收龙活动在灯火霓裳中拉开

序幕。代表各个会馆的龙队从3个不同的入
城口集结，依次在巫水路、新民路、幸福路
踏街巡游， 浩浩荡荡的舞动在人头攒动的
街巷。游客和市民纷纷拥簇在街头巷尾，与
龙狮一起互动狂欢，共沐鸿运。最后，48支
龙队集中在广场设坛祭祀，通过“烧龙”“过
火”等程序，燃炮送龙飞升，以祈求国泰民
安，风调雨顺。

“送完龙又要开始新一年的拼搏和奋
斗， 希望今年洪江旅游更红火， 生意更红
火！” 刚刚回乡在古商城做民国风摄影的
创业青年刘平说。

洪江古商城元宵收龙活动闹翻天

3月3日晚， 长沙世界
之窗，游客在灯海中畅游。
当晚，该园举办2018灯光
节活动， 各式彩灯让人流
连忘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佳雄 摄影报道

畅游灯海

�湖南日报3月3日讯（见习记者 黄婷
婷）有机冬笋、竹筒酒、城步油茶、苗家民族
服饰……3日至4日，由省商务厅、邵阳市
人民政府指导，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主办的“城步电商扶贫特产2018年元宵展
销会”，在长沙梅溪湖步步高新天地商业广
场开展，25家参展企业为市民带来了上百
种来自大山的“最土”特产。

2013年， 城步成为商务部定点扶贫
县，在商务部的支持下，城步形成了独特的
“电商扶贫”模式。南山燊威特色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行政中心主任江梦兰告诉记者，
城步笋质优良，过去苦无销路，只能烂在山

里。2017年，公司开通线上商城，和2000多
个贫困户签订了收笋协议，竹笋旺季时，贫
困户通过挖笋，一天能挣到200多元。

从2016年开始，我省以城步为示范蓝
本，在全省51个贫困县全面开展“电商扶
贫”专项行动。据城步苗族自治县副县长方
凯介绍，从2015年至今，城步电商企业由2
家增长至55家，网店由15家增长到1300多
家，电子商务交易额从0.75亿元增长至1.5
亿元。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城步
电子商务产业已帮助5560户贫困户共
18370人，增收3200万元，其中135户共545
人达到脱贫标准。

“电商扶贫”成果初显
上百种城步“最土”特产在长展销

株洲高新区发放1.8亿元“大红包”
对符合“1� 7”奖励政策的企业兑现奖励与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