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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张泽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今天召开新闻
发布会，截至9月底，全省有88412家中小企
业“上云”，预计全年将突破10万户。省工信
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熊琛介绍，我省中小企
业“上云”初步形成具有湖南特色的模式和成
效，“上云”水平居中西部前列。

今年2月底，《湖南省中小企业“上云”行
动计划（2018）》印发，启动“上云”行动。目前
有46家云服务机构、7家行业应用云平台，面
向全省中小企业提供各类业务“上云” 产品
561个、行业应用云产品7个。

库存周转周期由6个月降低到1个月，

库存呆滞品成本从1300万元降低到350万
元……湖南银和瓷业有限公司的变化背
后，“功臣”正是“上云”行动。企业负责人表
示， 企业从接单到回款的业务流程全在移
动互联网信息管理平台上， 生产经营不再
凭经验、凭感觉，运行效率提高，市场竞争
力增强， 主要业务收入在国内陶瓷酒瓶行
业居前三。

“上云” 行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
时加快我省数字经济发展。 省内本土云平
台、云服务机构加快成长。智能制造有长沙
工业云平台，工业互联网有根云、中航发、
轨道交通、创发，株洲服装、浏阳花炮、醴陵

陶瓷、邵东小五金、包装、检测等特色产业已
建有云平台。

大型云计算厂商加速在湘布局。如，京东云
计划投资100亿在湘潭共建云计算、 大数据基
地及电商产业园；浪潮投资35亿在常德、娄底、
怀化建设3个云数据中心。

借力云生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更上水平，
发展基于云计算的新业态。如，三一重工的“重
卡”项目，以互联网思维造车，供应商和司机共
同参与卡车研发，创造了“高品质+低价格+好
售后+正品配件+统一价+取消代理商取消4S
店+全网络”的基于“云端”产品研发、制造及销
售的新模式、新业态。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金慧 ）今天下
午，记者从在长沙举行的第99届全国糖酒
商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这届糖酒
会将于10月25日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超过3000家食品、酒类、调味品及相关
产业展商将来长沙参展。

根据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态势，这届糖
酒会展厅规划面积达15万平方米，设为传统
酒类、葡萄酒及国际烈酒、食品饮料、调味

品、食品机械和食品包装等6大展区。同时，
为满足细分品类及经销商、 采购商需求，在
各展区内还设立了酱酒、黄酒、国际啤酒、进
口食品、休闲食品、农产品等11个小型特色
专区，方便专业人士定向精准洽谈交易。

此外， 这届糖酒会期间将举办一系列
论坛活动，采取主旨演讲、案例复盘研讨等
形式，从理念、行动与价值等层面帮助食品
厂商更好适应市场变化。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吴
蓓)今天，记者从常德桃花源机场获悉，从
10月28日起，该机场将执行新冬春航班时
刻表，新开通青岛-常德-贵阳航线。该航
线由东方航空A320机型执飞，计划为每周
4班，在周一、二、五、六往返飞行。

据介绍，除新开通青岛-常德-贵阳航

线外， 常德桃花源机场还将加密常德至珠
海、济南、成都、杭州航线航班，其中，新开
杭州-常德直达航线， 计划为每周4班，在
周一、三、五、日往返飞行。执行新冬春航班
时刻表后，机场每周航班将达到76个。

今年1月至9月中旬，常德桃花源机场旅
客吞吐量突破50万人次大关，创历史新高。

入股分红
10月23日，慈利县零溪

镇金龙村，贫困户领取入股
分红金。去年，金龙村110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该村
宏清水产养殖公司，投入20
万尾鲟鱼苗养殖。 今年，鱼
苗成鱼产生效益。

杨年春 摄

湖南制造乘“云”而上
8.8万余家中小企业“上云”，居中西部前列

第99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25日开幕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阳雪 黄亦诚） 湖南互联网金融平
台星火钱包日前宣布获得千万级A+轮融
资， 投资方为中信集团旗下具有国资背景
的中安南方控股有限公司。此前，星火钱包
已获宏商资本、JadeValue、 湖南文化艺术
产业集团的千万级A轮融资， 以及上海伯
藜创投领投的Pre-A轮千万级融资。

星火钱包2014年成立于长沙，由海内
外8位博士联合创建，至今累计交易规模逾
40亿元，用户超过25万人，曾获“湖南十佳
科技金融企业”等称号。

金融严监管、牌照化是大势所趋。今年

以来，互联网金融平台面临监管备案，工作
重心大多集中于合规整改， 风险投资机构
对互联网金融平台普遍持观望态度， 相较
以往，此类平台融资数量大幅减少。星火钱
包获得本轮融资，主要在于“合规优势”。据
了解，星火钱包深入挖掘产业链金融资产，
致力于合规建设， 其存管银行已通过中国
互联网金融协会个体网络借贷资金存管系
统测评。

星火钱包董事长杨立表示， 本轮融资
将主要用于优质资产端的开拓，扶持实业；
加大技术升级与革新， 在产品架构技术和
大数据智能风控技术方面发力。

湖南互联网金融平台星火钱包受青睐
累计交易规模逾40亿元，用户超过25万人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杨恩辉 彭亚莉）建筑固废是城市垃
圾的主要组成部分。今天，湖南省建筑固废
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在长沙成立，省科技厅为中心授牌。中心
主任吴超凡研究员介绍，总体目标是在“碱
激发增强再生水稳技术”等主要研究领域取
得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并拓展到盾构土和
管网污泥等城市固废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逐
步实现城市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的全覆盖。

建筑固废包括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废旧
路面材料、盾构渣土等，资源化协同、高效处
理和再利用迫在眉睫。相关数据显示，建筑固
废已占城市垃圾总量的40%-50%。 目前，我
国每年产生建筑固废100亿吨， 总存量超过
600亿吨，且以10%-15%的速度增长，但是建
筑固废整体资源化率不足5%。而欧美、日韩
等发达国家的资源化率已达到90%以上。

据悉，“城市矿产”（建筑固废物） 开发
利用作为资源利用和环保技术领域的重要
内容，被列入了省“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
明确的十大产业领域。此次成立的中心，依
托湖南云中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并由
该公司和湖南大学、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联合组建， 是我省在建筑固废
资源化利用领域的唯一一家省级专业技术
平台。下设的专家指导委员会，由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史才军教授担任首席专家，13
位专家共同组成。

2018年， 长沙入选国家建筑垃圾治理
试点城市。 据湖南云中再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湛哲宏介绍， 云中科技已在长
沙周边建设了8个建筑垃圾再生基地，现有
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3条、再生水稳混合
料生产线6条， 每年可处理600万吨砖渣、
水泥块、沥青块等建筑垃圾。

减少污染变废为宝
湖南省建筑固废资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

常德桃花源机场
将新开通青岛-常德-贵阳航线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晔 肖亮

10月18日一大早，为了在村里的蔬菜种
植合作社“谋得一职”，湘乡市金石镇文星村
村民喻勋秋和胡庆文“吵”了起来。

“莫急莫急，都有事干。喏，那边种芥菜还
需要人手呢！”合作社负责人赵伏明一说完，喻
勋秋与胡庆文赶紧拿起耙头，朝菜地里走去。

站在一旁的村党总支书记刘和平， 看在
眼里，乐在心里。

文星村地处湘乡市最北端， 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56户201人。过去，村民以水稻、蔬菜
种植为主，主要经济来源靠村民外出务工，村
集体经济收入为零，于2015年被确定为省定
贫困村。

“乡村振兴，首先要‘振心’。要把村民们

的信心和决心激发出来，要让大家有活干、要
干活。”刘和平说。

在市镇两级的支持以及驻村帮扶工作队
与后盾单位的帮扶下，文星村修筑、硬化、拓
宽主村道及通组入户道路22公里，基本实现
每个组通水泥路；整修水利设施38处，打造美
丽屋场4处，安装路灯近200盏……村容村貌
有了显著变化。

记者沿着村组道路漫步前行， 只见青山
绿水之间， 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蜿蜒出优美
的曲线，沿途鱼塘成片、果园飘香；四周屋舍
俨然，房前院后鲜红的鸡冠花争相怒放，又有
鸡犬相闻、孩童嬉闹。

2016年，残疾贫困户赵寿明在村支两委
的支持和鼓励下承包了5亩田，搞起了自己的
家庭农场养殖。如今，他不仅创办了合作社，

养鸡规模也从最初的500余只发展到了近千
只，还带动村里10余名贫困户就业。“今年挣个
3万元不成问题咯！”说到自己的养鸡场，赵寿
明笑得合不拢嘴。

近年来，文星村逐步形成了以水稻、蔬菜、
苗木种植和牛、青蛙、泥鳅等养殖为主导的种
养业，先后成立了长塘蔬菜种植合作社等13个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走出了一条“合作社+农户
+品牌产品”的脱贫致富之路。在产业带动下，
全村所有贫困户都以土地、扶贫扶助资金等入
股，加入了合作社。贫困户不再坐吃“爱心粮”，
“比、学、赶、超”蔚然成风。

2016年，文星村实现了“户脱贫、村摘帽”
的目标。2017年， 该村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15
年的3000余元跃升至1.2万元，并被评为“全国
文明村”。

文星村蝶变“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