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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月26日上午，湘台（昆山）电子信息项目对接会在江苏省昆山市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彭艺

7月26日，包括阿里巴巴、eBay、网易
考拉、安克创新在内的100多家跨境电商
企业齐聚杭州， 参加湖南跨境电商合作
对接会。可以说，这种“互联网+外贸”的
贸易新业态、 新引擎正在湖湘大地掀起
一股势不可挡的风潮。

跨境电商的发展创造了贸易新模
式，引领了消费新趋势，前景十分广阔。
而位于金鸡腹地的湖南， 发展跨境电商
也极具优势。对接会餐叙期间，不论是资
深选手“有棵树”，还是湖湘选手“安克创
新”，都一致认为“跨境电商+湖南”发展
正当时，在湖南发展跨境电商，定能碰撞
出更多火花。

企业家选择湖南一定是以事实说
话。近年来，湖南非常重视电子商务的发
展， 并且将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作为转方
式、调结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全面推
进实施跨境电商百亿行动。从2014年起，
长沙便开始跨境电商的试点， 经过几年
的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多
个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7月1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新设一批跨境电商
综合试验区。长沙与北京、武汉、南昌、沈

阳、长春等22个城市名列其中。
湖南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及交

通优势。 湖南地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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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家中部崛起战
略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
并且，湖南具备的是航空、航运、高铁、高
速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优势，再加上“湘
粤港直通快车”“湘欧快线”的加持，跨境
电商的发展正当时。

人才是支撑湖南跨境电商发展的软
实力。湖南高校众多，每年可为企业输送
一万人以上的电商专业人才，而“芙蓉人
才行动计划” 和人才新政等招才引智政
策，让各类英才纷至沓来，给企业发展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长沙还拥有“最幸福城市”这张闪亮
的名片， 这里的美食美景和低廉的房价
让多少企业员工“来了便不想走”，员工
就业的稳定为企业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
基础。

湖南发展跨境电商，其势已成、其时
已至。 相信通过跨境电商外贸新业态的
实践，“让湖南与世界对话”，将湖南打造
成中西部跨境电商产业集聚中心的美好
愿景很快就会变为现实。

三湘时评

发展跨境电商 湖南其时已至
湖南日报 7月 26日 讯 （记 者 黄 利 飞 ）

“2018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三大主
体活动之一———湖南开放强省建设暨国家级
园区重点产业推介会，今天下午在南京举行。
湖南多个园区“抱团”推介以“引凤入巢”，推
介的产业涵盖智能装备制造、汽车整车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电子信息、食品
饮料等领域。

推介的具体项目，涉及先进装备制造、交通

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现代服务业、新型小城
镇建设等类别。其中包括基础设施项目96个，投
资4299亿元；新型工业化项目223个，投资8804
亿元；现代服务业项目204个，投资6543亿元；
园区建设项目42个，投资2256亿元。

项目内容虽各有不同、规模不一，但皆具有
良好的成长性和较高的回报预期， 是极具市场
吸引力并可以落地的好项目， 反映着湖南招商
引资全面升级。

以新型工业化项目为例， 其主要特点包
括：突出特色，围绕全省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规
划布局和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开发项目； 紧扣
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建设、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等重大国家战略部署； 开发
重点向大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倾斜；项目选
择更符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 特别注重生态
环保。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周月
桂）未来3年，我省将推进100个县级城
市建设大型商贸流通综合体。24日在上
海举行的“洽谈周”专题活动湖南商贸流
通载体建设推介会上， 友阿集团旗下的
友阿投资在会上介绍了县域商贸流通载
体建设经验，并分别与祁东县、桃源县签
约， 合作开发友阿祁东国际广场和桃源
友阿中央公园。

根据《湖南省实施商贸流通“千百工
程”工作方案》，未来3年，我省将推进100
个县级城市建设大型商贸流通综合体。近
年来，本土零售龙头友阿集团在大举进军
省、市两级市场之外，开始关注县域市场，
推动品牌下沉，依托友阿投资积极布局县
域市场，形成省、市、县三级商贸流通产业

体系。目前，友阿投资正在建设汨罗国际
广场，将打造18万平方米的一站式全业态
国际商贸综合体，预计今年年底开业。

友阿投资总经理黄勇光称， 未来市
场发展重点在县域，友阿投资未来3年将
在省内建设10个县级商贸流通综合体，
助力我省县域商贸流通载体建设和消费
升级。 友阿投资此次签约的两个项目均
被列入省商务厅加强县域商贸流通载体
建设的重点扶持项目。其中，友阿祁东国
际广场总用地面积4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8亿元，项目建成后，将聚集约300家商
贸流通企业，形成祁东商贸新中心。桃源
友阿中央公园拟投资36亿元，规划建设
高端城市商业公园， 建成后可实现年社
零总额15亿元以上。

国家级园区重点产业南京“引凤”
招商引资全面升级，项目选择符合当地产业发展、注重生态环保

我省未来三年将建
100个县级商贸流通综合体

友阿积极布局县域市场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周月桂）“洽谈
周” 专题活动湘台电子信息项目对接会今天在
江苏省昆山市举行。对接会以“精准对接、产业
融合”为主题，吸引了长三角地区80多位台资
企业家代表参与。副省长何报翔出席，并在会前
会见了台湾嘉宾。

昆山被称作“小台北”，10万台商台胞在此
工作生活，利用台资占大陆九分之一，连续多年
被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 此次对接会是我省首
次在昆山举行的大型经贸活动，株洲、湘潭等六
个市州针对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做了招商推介。
近年来， 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了跨越发展。

2017年，湖南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完成增加值
879.22亿元，同比增长15.9%，较全省工业平均
水平高8.6个百分点。

何报翔说，近年来，湘台两地各个领域广泛
深入交流合作，未来两地要积极拓展合作领域，
努力提升合作层次，大力促进共同繁荣。台湾电
子信息产业一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湖南的电
子信息产业正处于提质转型的飞速发展期，这
为湘台两地的信息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合作
空间。湖南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
为台商投资湖南提供更加优质便利的服务。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婷）
今天，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推介会在杭
州举行。 昭山国际知创文化基地项目、“芒果大
厦智慧楼宇、马栏山智慧园区、云服务建设”项
目、浏阳欢乐世界城市乐园项目、湖南省创新设
计中心项目、 动漫与智能教育机器人共建平台
合作项目等19个项目现场签约。副省长吴桂英

出席并致辞。
此次推介会共有100余家长三角区域的企

业参会，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长沙天心文化
（广告）产业园、湘潭昭山文化产业园、浏阳河文
化产业园和省动漫游戏协会在现场进行了产业
园项目推介。

目前，全省共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58个，基

本形成了以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为龙头， 省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为支撑， 市县级特色文化产
业园区为基础的全省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创新体
系。2017年，我省文化产业增加值2196.18亿元，
同比增长14.9%，占GDP比重达6.35%。

吴桂英表示， 湖南将充分发挥“文化湘
军”优势，推动文化创意与科技、制造、旅游产
业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网络
视听、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新型
文化业态。她向浙江企业发出邀请，希望浙商
与湖南文化产业园区深化务实合作， 实现互
利共赢。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见习记者 黄婷婷）
今天，湖南跨境电商合作对接会在杭州举行，
活动现场签约了9个跨境电商项目，泽宝跨境
电商长沙运营中心、 有棵树跨境电商供应链
深度合作项目、 费舍尔控股集团等一批重大
跨境电商项目落户长沙。 副省长吴桂英出席

并致辞。
本次签约项目涉及物流、供应链、金融

等多个跨境电商领域。对接会上，长沙重点
推介了长沙高新区、黄花综保区、金霞保税物
流中心等长沙三大跨境电商重点园区及项
目。

100多家跨境电商企业参加了本次对接
会，阿里巴巴集团、ebay、网易考拉以及安克创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跨境电商企业代表表达
了进一步加强对湖南投资的期望。

吴桂英表示，近年来，湖南大力发展跨境电
子商务，将其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重
要抓手，全面推进实施跨境电子商务百亿行动，
以“互联网+外贸”的方式实现优进优出。此次
跨境电商合作对接会在杭州举行， 必将推动两
省在跨境电商领域加强深度合作，优势互补，助
力湖南提升经济外向度。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7月26日上午，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
设推介会在杭州举行。会场外，湖南和浙江的相
关企业代表热烈交谈合作意向， 会场内，19个
项目签约仪式如火如荼进行着。

同为文化强省，“文化湘军” 何以对浙江青
睐有加？

省文化厅厅长禹新荣说，湖南要走“文化产
业+文化企业”的新路子，看中的，就是浙江对
文化产业的投资能力和热情。

省动漫游戏协会常务副会长杨春玉告诉记
者，浙江和湖南的动漫产业均发展已久，但浙江
的资本和人才更为雄厚， 杭州举办的国际动漫

节等活动，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有许多值得湖
南动漫产业借鉴的地方。

她自信地说：“这次一定可以借助杭州动漫
产业的发展优势和经验， 帮湖南动漫走向国
际。”

浙江的经验、 人才、 资本和湖南的产业基
础、平台，一拍即合。

浙江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全面， 加之互联
网科技的发达，也成为“文化湘军”来浙江招商
的巨大驱动力。

湘潭昭山文化产业园在杭州签约了4个项
目，总投资105亿，涵盖了文化、旅游、健康三大
领域。

湖南广播电视台与阿里巴巴的合作， 则是

“文化湘军”与“科技大咖”强强联合碰撞出的火
花。

26日， 湖南广播电视台与阿里巴巴集团旗
下阿里云签订了芒果总部大厦智能建设的项
目。

马栏山文化创意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
晓雪表示，此次合作，是借助阿里云的最新研发
成果———智慧建筑系统， 实现对大厦的智能控
制。电梯负载严重时，可启用备用电梯；楼层无
人时， 可自动降低能耗……这些都可以通过阿
里云的技术得以实现，张晓雪向记者介绍。

张晓雪说，文化要与科技结合，方能走得更
远。而这，正是浙江可以给湖南的文化创意产业
提供的最好的资源和经验。

湘台电子信息项目对接会在昆山举行
何报翔出席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黄利
飞 ）今天上午，正在南京参加“2018湖
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 活动的副
省长陈飞一行， 拜访了博西家用电器投
资（中国）有限公司和苏宁易购集团，他
向企业详细介绍了湖南的区位、 政策和
产业基础等优势， 诚邀博西家电入湘投
资、欢迎苏宁在湘深度布局。

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是德国博西家电在华地区总部， 其主要
生产电冰箱、洗衣机、厨房电器等；目前
在全国有25家销售办事处和33个服务
中心。公司高级副总裁周小天表示，公司
产品在湖南市场销量很好； 宁乡经开区

拥有湖南首个省级智能家电产业园，有
机会将入湘考察，寻求合作机会。

苏宁2004年进入湖南市场，目前已
经在湖南形成了线上线下布局， 拥有门
店196家；到今年年底，将达到350家；未
来， 将在智慧零售、 物流等领域深度布
局。

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时，陈飞介绍
湖南人杰地灵，称“别人有的，湖南都有”。
他表示，湖南是人口大省，劳动力充沛、市
场潜力巨大；是制造大省，能为企业生产
提供完整供应链；同时，拥有得天独厚的
区位优势；政府也将在政策制定、营商环
境优化上，不遗余力支持企业发展。

“别人有的，湖南都有”
陈飞诚邀外企入湘投资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被称作“小台北”的昆山市，高楼林
立、 道路宽阔，10万台商台胞在此工作
生活，利用台资占大陆九分之一。7月26
日， 我省在这里举行湘台电子信息项目
对接会，80多位台商代表欣然赴会。对
接会上， 台商代表纷纷点赞湖南投资环
境，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期待。

“湖南的人才优势很有吸引力，”台
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大陆首席代
表颜素秋说，电子工业最注重的是人才，
湖南有100多所高校、1000多所科研机
构和30多个世界级国家级研发中心和
实验室， 这对台湾的电机电子企业来说
是极有吸引力的。

此外，颜素秋认为湖南山水秀美，非
常宜居，也是吸引台商的一大原因。

据了解， 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是
台湾143个产业公会中最专业、 高科技
的重要制造业公会， 会员产业包含计算
机及外围设备、通信器材、半导体、电子
成品、家用电器、光电产品、测量仪器及
设备等16大类。

上海市台协会副会长、和成（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士楷更看中湖南巨大
的市场潜力，他认为湖南区位优势明显，
市场辐射力强，同时，人口众多、经济总

量不断提升， 有潜力开拓更大的内需市
场。

对于台商来说，政策、营商环境等软
环境和区位、 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同样重
要。“这几年湖南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投资环境不断优化， 政府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昆山市台协会会长宗绪惠
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宗绪惠就带一
些台商到湖南株洲进行过考察和投资，
并多次重访，目前协会会员企业在株洲、
湘潭等地均有投资。今年，宗绪惠在昆山
首次迎来湖南的大型经贸活动。

宗绪惠表示， 企业都希望能尽量
靠近客户和市场， 位于中部的湖南无
疑是一个好选择， 但最重要的还是政
策感召，“期待湖南能更快推动31条惠
台措施落地， 相信能吸引更多台商投
资。”

此外， 宗绪惠也提到台商目前在内
地遇到的一大困扰是员工流动性大，希
望湖南政府能设法帮忙解决企业用工问
题。

据省委台办主任肖祥清介绍， 截至
今年6月， 湖南累计批准台资项目2604
个，实际到位台资86.5亿美元。对台招商
引资稳居湖南境外引资第二位， 并创立
了8个省级台湾工业园。

台商青睐新湖南
———湘台电子信息项目对接会侧记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推介会在杭举行
19个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吴桂英出席

湖南跨境电商合作对接会在杭举行
9个重大跨境电商项目签约

“文化湘军”何以对浙江青睐有加
———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推介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