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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王萍

新零售创新的步伐比预想的更快， 一个
个设想正变成现实。

4月12日下午， 在重庆举行的2018中国
“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智慧零售标杆案例
分享论坛上，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发布了
与腾讯合作的智慧零售1.0版本，同时宣布腾
讯、 步步高智慧零售技术集成的首个门店在
步步高梅溪湖店正式上线，聚焦支付、导航、
精准营销、O+O�配送等领域。

智慧店长什么样：不用手机，
刷脸支付；停车导航，按图索骥

在步步高梅溪新天地B1层智慧零售样
板店，随处可见小程序二维码“步步高better
购梅溪店”，该小程序集扫码购、微信支付、会
员卡、优惠券等功能于一身。

顾客可在店内顺利实现扫码购物、 微信
免密支付快速收银，同时该店实行电子小票、
电子发票，实现无纸化流程，顾客基本可实现
即买即用即走，免去排队和等待。

刷脸支付无疑是一大亮点，不少顾客对此
颇感新奇，纷纷进行体验。超市将全新的AI人
脸识别系统应用于线下门店，顾客只需先对微
信支付进行“绑脸”设置，购物时无需拿出手

机，靠面部识别认证、支付即可，做到“无停留、
无感知”出店，整个过程不超过15秒。

购物完毕，打开门店的小程序，输入车
牌，就可以建立与车辆的导航路线，找到自
己的汽车。

此外，想在大商场里找一家门店，也只
需打开小程序搜索门店名称， 便可按图索
骥找到。

据介绍，在完成商品数字化后，将来顾客
甚至可以搜索具体的商品然后实现精准导航。

该店还开通了O+O购物配送服务， 在距
离门店3公里范围内的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
下单或者现场下单的形式， 享受半小时内送
达的服务。

未来的智慧零售： 会员数字
化，商品数字化，到店数字化

早在今年2月，腾讯、京东、步步高就共同
对外宣布，三方以共同发展“智慧零售”“无界
零售”为愿景，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零售行业的价值链重塑。 随着步步高与
腾讯合作的首家旗舰店正式上线， 这些全新
的实验将一一成为新零售的最佳注脚。

步步高提供的测试数据称， 智慧零售系
统样板店4月3日试营业之后，一周内门店移
动支付（微信）占比62%，日均12%的到店客

流成为新增会员。
通过移动支付购买商品， 实现了对顾客会

员的数字化。“以前我们通过现金来购买， 很难
看到用户的数据和复购率。 现在可以通过后台
数据，对所有消费者的行为、购买频次、复购率
做比较深的分析， 同时能够嫁接更多商品给消
费者，提供更多其他类型的服务。”步步高集团
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 微信支付将向合作伙伴开放免密接
口、数据支撑、分账结算三大产品合作支持。王
填表示， 步步高与腾讯未来还将共同对实体店
流量进行数字化资产管理和变现。

目前，步步高已推出2018年数字化战略排
期表：到今年6月30日之前，步步高用户数字化
基本落地， 并将实现数字化场景体验， 腾讯优
Mall方案基本落地；9月30之前， 结合京东智慧
零售供应链实现商品数字化基本落地；10月30
日之前，O+O模式成熟，到店数字化普及。

可以期待的是，未来智慧店还将不断生长，
更多零售领域的创新创意将来到我们的身边，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记者 陈淦璋）“赴
港上市潮正在到来！”今天，由省政府金融办、
省工商联主办的2018湖南省企业赴港上市
推动暨专题培训会在长沙举行， 与会专家分
享了资本市场的最新动态。

当前香港正大力推行制度改革， 不断增
强港股市场活力。港交所筹划4年之久、号称
香港上市制度20年来最大的变革已进入实

施倒计时，为内地大批“新经济”企业进军资
本市场打开了一扇门。今年一季度，香港市场
主板与创业板的新股数量均创下历年新高。

来自香港联交所、海通国际、德勤中国、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专家， 介绍了
境内企业赴港上市的最新变化和要点，如“在
H�股审批流程方面，由中国证监会国际部审
批通过后方可向香港联交所申报， 调整为受

理后即可申报，且申请文件由28项简化为7项”
“企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具有较明确的上市时
间表， 一般在满足条件正式启动后6至12个月
即可完成上市”等。

充分利用境外市场，在资本市场全球化发
展中寻找机遇，已成为湘企加快发展的重要途
径。省政府金融办透露，截至目前，我省共有上
市公司118家，包括境内上市公司103家、境外
上市公司15家。其中，威胜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澳优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华昱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中联重
科股份有限公司、惠生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一
批湘企在香港上市。

湖南提速企业赴港上市步伐
全省上市公司总数达118家，其中境外上市公司15家

受京广线武昌段一处路基塌陷影响

38趟途经长沙普铁列车停运
旅客可30日内免费退票

腾讯、步步高智慧样板店长沙上线，即买即用、刷脸支付、购物配送……

智慧零售扑面来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孟姣燕）
今天，2018湖南春季乡村旅游节新闻发布
会在长沙举行。记者获悉，由湖南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年
湖南春季乡村旅游节， 定于4月21日至23
日在邵阳武冈市举行。

本次旅游节主题为“锦绣潇湘， 福地武
冈”。届时将举办开幕式、文化旅游商品展销
暨湘西南美食品鉴、 武冈云山露营音乐节、
“奇美邵阳·浪漫崀山游” 暨“三花齐放崀山

美·音乐喷泉豆腐香”、奇美邵阳·魅力苗乡游
等五大活动。武冈卤菜、蓝印花布、花瑶挑花、
长安虫茶、 千层底丝瓜络布鞋等特色旅游商
品和美食将聚集于此，呈现空港小镇、苗乡风
情等多种不同风味的乡村游。

省旅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湖南乡村
旅游产品广受欢迎。 乡村旅游节的举办丰
富了湖南旅游产品，满足了游客需要，带动
了乡村地区交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

湖南春季乡村旅游节将在武冈举行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孙洁）12日1时许， 因武汉地方市政工
程施工， 造成京广线武昌至武昌南下行线一
处路基塌陷，受此影响，京广铁路南下部分列
车晚点、折返、迂回、停运。长沙火车站发布，
12日至15日，经长沙北上及南下的38趟列车

停运。
12日停运车次 ：K1803、K457、T95；

13 日停运车次：K436、T253、K769、K158、
K157、K1159、K435、K1079、T290、Z189、
Z89、Z36、Z190、Z90、K1008、K1007、K22、
K641、K81、K21、K755、K433、Z35、K1080；

14 日 停 运 车 次 ：T289、T96、K642、K82、
K1160、K756、T254、K770、K1804；15日 停 运
车次：K434、K458。

目前，铁路部门正加大力度抢修，具体停运
车次信息或有变化， 请以车站公告和12306官
网信息为准。 长沙火车站已加开退票和改签窗
口，并通过站内广播、显示屏等公告实时列车正
晚点信息，暂未出现旅客长时间滞留现象。

车站提醒，持有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于
30日内在全国任意车站免费办理退票；通过互
联网购票的旅客， 可直接在12306网站办理退
票。旅客无需近日集中前往火车站退票。

4月12日，70路公交车驶入市人
民会堂站。近日，长沙市新开通两条至
地铁的接驳线路， 分别为市人民会堂
站至地铁二号线金星路站的322路、
市人民会堂站至地铁一号线北辰三角
洲站的70路，运营时间为7时至20时，
使市民去市政府办事更加方便。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长沙新开通2条
地铁接驳公交线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
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
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
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 理想
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里提到的这一句革命烈士名言， 就出
自夏明翰之口。

夏明翰，字桂根，衡阳县人，1900年8
月25日出生于湖北省秭归县，12岁随全家
回乡。夏家是湖南有名的地主豪绅家庭，祖
父一心想让夏明翰读“孔孟之道”，将来走
仕途之路， 但他违背祖父意愿考入了位于
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
科，在学习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风潮波及衡阳后，夏
明翰与同学们一起，发动罢课，推动罢市，
声援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他
积极发起成立湘南学生联合会， 任湘南学
联第二届总干事，并负责主编和发行《湘南
学生联合会周刊》。 在查禁日货的斗争中，
他首先发动弟妹们把祖父藏匿的日货烧
毁， 继而带领国货维持调查组和学生义勇
军到市内各大商场清查收缴， 并在湘江边
举行声势浩大的焚毁日货大会。

1920年，湖南爱国反帝和驱逐张敬尧
的运动风起云涌。3月， 何叔衡率湖南学生
驱张请愿代表团到衡阳， 夏明翰领导湘南
学生并发动各界全力投入驱张运动。 同年
秋，他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阅读了马列
主义和有关十月革命的新书刊， 更加坚定
了追求真理的决心。

1921年8月， 在新创办的湖南自修大
学，夏明翰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2年9月，夏明翰任湖南自修大
学补习学校教务主任。10月8日，夏明翰与
罗学瓒一道发动长沙人力车工人大罢工。
12月初， 湖南省学联调整人员， 他任干事
长，并兼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第一编
辑。1923年任中共长沙地区执委书记。

1925年，夏明翰任中共湘区执委委员
兼农运书记。 他经常装扮成农民， 深入长
沙、平江、浏阳、湘潭等县农村调查研究，了
解农民的生活情况。 他十分注意农运干部

的培养，在各县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
革命青年去广州农讲所学习，为县、区培养
了成千上万的农运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 夏明翰奉命由武汉回
湖南， 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1927年8月，毛泽东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以平江、浏阳为中心，组
织武装暴动， 并委派他兼任平、 浏特委书
记，帮助平江建立新县委，成立秋收暴动委
员会。9月21日，他亲率暴动武装，攻占了平
江县城。10月，又去浏阳，传达省委指示，帮
助恢复县委，组织暴动。

1928年初，夏明翰任湖北省委委员。3
月18日，因交通员叛变告密，他在汉口东方
旅社被捕。 敌人软硬兼施， 均未能使他屈
服。3月20日，夏明翰在汉口余记里刑场英
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8岁。临刑前，他写下
了一首正气凛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
血写的诗篇字字千金，句句千钧，不仅是他
伟大人格的体现， 也是他崇高信念的最好
表达。

（执 笔 ：省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肖 湘 娜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湖南日报4月1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翟勇）今天，长沙市雨花区牛角塘
社区，东塘火宫殿前坪，一派热闹。数百居
民排起长队， 品尝火宫殿免费提供的臭豆
腐，并获赠毛主席像章。原来，这里正在举
行毛主席视察火宫殿60周年纪念活动。

这一主题名为“寻伟人足迹，忆儿时味
道”的公益活动，由东塘长沙火宫殿党支部
“牵手” 牛角塘社区党委同心街坊帮帮团、
群工站联合举办。 长沙火宫殿有限公司总
经理谭飞介绍，这一纪念活动在公司旗下5

个分店同时举行。
60年前的今天，即1958年4月12日，

毛泽东主席来到火宫殿品尝臭豆腐。 自此，
长沙臭豆腐闻名全国乃至全世界。因此，4月
12日这一天，对于火宫殿而言，便成为具有
特别意义的一天， 每当逢五逢十的纪念日，
火宫殿都要举办纪念活动。今年恰逢毛主席
到火宫殿60周年，该公司不仅开展“寻伟人
足迹，忆儿时味道”的免费品尝，而且今天来
店吃饭的顾客，每人都可以获得一份免费的
臭豆腐，5个分店赠送总数超过10万片。

寻伟人足迹 忆儿时味道
纪念毛主席视察火宫殿60周年活动举行

夏明翰。 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