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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

集聚，电商产业发展新动向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隆冬时节，三湘大地严寒来袭，但全省各
地产业项目建设却是一派红火： 长沙市望城
经开区长沙电商产业园， 电商巨头基地建设
热火朝天；长沙市雨花现代电子商务产业园，
招商引资紧锣密鼓； 邵阳市隆回县电商产业
园，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随着越来越多带有“互联网+”元素的产
业园建设、开园、成熟，湖南电商产业正走向
集聚抱团发展。

全省电商产业集聚趋势明显
集聚， 是电商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产物。
去年，湖南省内的电商产业园、数字经济
产业园、区块链产业园等产业聚集区，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出来。
2018年12月29日， 京东湘潭电商产业园
开园；同日，永州市新田县电商产业园开园。
11月，长沙区块链产业园揭牌；10月，湖南首
个跨境电商生态产业园挂牌启动； 此前建成
开园的还有浏阳市电子商务产业园、 娄底市
新化县电商产业园……
电商产业园井喷式发展的背后， 是我省
电子商务近年来追赶式跨越发展。
2017年，湖南电子商务交易额8357亿元，
同比增长37.5%；2018年，经初步测算，全省电
子商务交易额将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
超过25%。
电商产业园是电商企业培育、 电商产业
发展的重要载体， 深度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
济融合，更是电商产业集聚发展的标志。
省商务厅2018年5月发布的《2017年湖南
省电子商务报告》显示，目前，我省拥有的国
家级电子商务示范试点数量居 中 部 省 份 之

湖南日报 1 月 7 日讯 ( 见 习 记 者
蒋 茜 通 讯 员 单 明 海 ) 1月6日，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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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人民教育家乐天宇》开机启动
仪式在宁远县举行， 来自省内外的
专家、学者、家属代表等参加了启动
仪式。
乐天宇， 宁远县人，1924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林生物学家、
教育家、科学家，南泥湾的发现者、
开垦倡议者， 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友
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乐天宇
一生志在报国， 对党忠诚， 清廉无
私，敢为人先。他早年投身中国革命
事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
革命老区举办农业教育， 实行教、
产、研三结合，培养新型科技人才，
创建了延安中国农学会， 倡议开垦
南泥湾， 对革命老区经济建设发挥
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以后，他对农
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橡胶种植业作出
了突出贡献。1980年， 他不顾年届
八旬高龄， 毅然回乡自费创办了新
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
—九嶷山学
院， 为开发建设贫困山区培养了一
大批优秀人才。
据介绍，该片计划分6集,时长
180分钟，以独特的视角，利用人物
口述、 丰富的影像资料和适度的细
节再现等多种手法， 真实再现乐天
宇生前为党的革命事业、 国家农林
建设事业、 教育事业及舜文化传播
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该片预计今年拍摄完成， 并将
作为国庆献礼片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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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有长沙电商产业园、 岳阳电子商务产业
园、益阳中南电子商务产业园3个国家级电商
示范基地；有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7
个省级电商示范基地，各市州、县域电商产业
园的规划、兴建速度提速。

2018年4月京东集团与湘潭市政府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明确提出：京东湘潭电商
产业园，致力将传统产业和创新产业对接“互
联网+”，促进湘潭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开
创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

入园企业不再孤军奋战

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

湘潭人熊江早年“下海”，在深圳做手机
配件生意。2018年初， 他回到家乡二次创业，
“老革命”担心不触网会“掉队”，但首次玩电
商就吃了个大亏：开设网店，投入近30万元推
广费用，收效甚微。
入驻湘潭电商产业园后，产业园内的“电
商导师”帮助其在产品选择、视觉设计等方面
进行精心改造； 还结合大数据， 为其开发出
“爆款”手机配件。
定位精准、风格转变，熊江网店销路迅速
打开，去年销售收入达1千万元。熊江的变化，
引得其上下游客户对京东湘潭电商产业园产
生了浓厚兴趣。
“电商产业园避免了企业孤军奋战，办公
场地、 人才培养、 物流、 融资上都会更加便
利。”湖南小小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入驻新化
电商产业园，公司董事长周俊认为，电商产业
园带来的集聚效应对电商企业是一大利好，
将更有效地推动当地特色产品“走出去”。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大数据应用等数字
产业相关企业落户园区， 将有力助推地方新
经济发展。
“电商产业园的建设，将整合行业资源，
形成产业集群， 对电商产业本身的发展有促
进作用； 同时也为其他产业构筑电商生态链
条，进一步促进农业转型、工业改造。将优化
区域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从而有效带动
区域经济发展。”湖南商学院电子商务系主任
唐红涛表示。

2018年11月，《中国（长沙）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正式公布。
长沙跨境电商发展势头强劲、 跨境电商
人才济济， 拥有国家高新区电商产业集聚优
势，具备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水、铁、公路
及通关优势等， 建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享
有“天时、地利、人和”。
全省各地的电商产业园中， 不乏根据自身
区位、资源特点打造的特色电商产业园，但盲目
跟风的也不少。
“电商产业园遍地开花， 的确有
重复建设之嫌。”湖南商学院电子商务系主任唐
红涛认为，区域电商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
精准的产业定位、精细的产业分工。
如醴陵电商产业园， 着力培育壮大釉下
五彩瓷、电力电瓷等产业。
郴州东谷电子商务产业园， 助力白银加
工企业发展白银新零售业务，促进“互联网+
白银+产业园”有机结合。
京东湘潭电商产业园立足湘潭， 致力将
湖南农副产品“上行”至全国甚至全球。以湘
莲为例，着力在产品追溯系统建设、互联网营
销推广等方面精准发力， 整合京东全系统资
源将湘莲打造成全国名牌。
唐红涛建议， 新建园区要因地制宜突出特
点， 实现错位竞争与发展。
“长沙的电商产业园
瞄准高端，致力成为全省龙头。县级电商产业园
不要片面求大求全，要充分与当地特色相结合，
如农产品丰富的地区，可发展农特电商；交通区
位优越的地方，重点发展物流仓储等。”

爱在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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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英才梦·湘天华杯”
全国青少年诗书画大赛启动
湖南日报 1 月 7 日讯 （记者 陈薇 通 讯
员 张 月 宇 何 漂 ） 今天，由省诗词协会、省

美协、省书协、新湖南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英才梦·湘天华杯” 全国青少年诗书画大
赛在长沙启动。
据介绍， 本届大赛的征稿时间为1月1
日至5月31日，大赛分为“诗词曲联”“书法”
和“绘画”3个组别，全国各中小学校在校学
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同时，各中小学教研
室、年级组以及各地区诗词楹联组织、书法

家协会、 美术家协会等单位可联系大赛组
委会组团报名。
主办方透露， 届时将邀请国内诗书画
名家组成大赛评审委员会， 以公开公平公
正为原则，按照诗词曲联、书法、绘画3类分
别进行初评、复评、终评。所有获奖的诗书
画作品将正式结集出版。 凡获奖的学生经
自愿申报和湖南省诗词协会校园诗词分会
推荐加入湖南省诗词协会等文艺团体。颁
奖典礼预计今年9月举行。

“讴歌新时代·湖南省大书法艺术作品展”
在长举行
湖 南 日 报1月7日 讯 （记 者 陈 薇 通
讯 员 李 汉 ）近日，由省硬笔书法家协会

主 办 的 “讴 歌 新 时 代·湖 南 省 大 书 法 艺
术作品展”开幕式暨年度工作会议在省
图书馆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206件，这
些参展作品主题鲜明、 形式多样， 既有硬
笔、毛笔书法，也有篆刻；其书体形式多样，
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都有呈现，全
面展示了近年来的书法艺术成果。

“长寿村”举办庖汤节

近千名游客提前享“年味”
湖南日报 1 月 7 日讯 （雷鸿涛 李林 黄
鋆）1月6日，洪江市长坡团寨第四届长寿庖

汤节在黔城镇长坡村长坡团寨开幕。 活动
将持续到1月13日，游客们可以在庖汤节期
间尽享洪江年俗盛宴，体验洪江传统民俗。
开幕式活动现场， 主办方用一口直径
1.3米的大锅烹煮“长寿庖汤”，挑动游客食
兴。 近千名游客体验了庖汤大胃王、 杀年
猪、打糍粑等特色年俗。冬日的田地成为了
游客们的游乐场，水田摸鱼、田地捉鸡、真
情碰碰对，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为准备村中庖汤宴， 长坡村男女老少
全体出动，拿出最地道的食材，精心制作每
一道菜肴。游客吃着美味的农家饭菜，体验
着浓浓的民俗年味，开心不已。
长坡村是洪江市远近闻名的长寿谷，
现居住着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上百人。长
坡团寨一直传承着吃长寿庖汤的年俗。一
到腊月，村里家家户户宰杀年猪，以示年丰
事顺。年猪宰杀后，主人家就会用新宰杀的
猪肉做上十几种特色美食，设“庖汤宴”，邀
请乡邻好友吃庖汤，分享丰收喜悦。

冬季，老年人谨防肛肠疾病
专家提醒：治疗肛肠疾病要“两警惕”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刘永红 何穰

秘，进而预防痔疮、直肠脱垂的发生。

冬季气温低，老年人出门不方便。由于
久坐不动，更容易引发肛肠疾病。1月7日，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肛肠四科副主
任医师鲁海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冬季
老年人容易患上痔疮、直肠脱垂、便秘这些
常见的肛肠疾病。老年朋友应该加强自我保
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对于肛肠疾病，不少人觉得尴尬，不会
及时去医院接受治疗。有些老人则认为“十
男九痔”“十女十痔”， 肛门毛病坏不了大
事。鲁海燕说，这些都是认知误区，肛肠疾
病不仅影响生活质量， 拖久了可能引发各
种严重的疾病。
痔疮长期出血， 会导致慢性失血性贫
血，严重贫血危及生命可能；痔疮、直肠脱
垂反复脱出会导致肛门部分失禁、 肛周潮
湿瘙痒、 肛周感染、 肛周湿疹等皮肤病发
生；痔疮水肿、血栓形成，疼痛明显，影响日
常生活；痔疮嵌顿、直肠脱垂严重，肠管坏
死风险；便秘会增加体内的毒素，导致新陈
代谢紊乱、 内分泌失调以及微量元素不均
衡等，从而导致皮肤色素沉着、瘙痒、面色
无华、毛发枯干，并产生斑点，长期便秘还
会引起精神抑郁等症状。
防治肛肠疾病要做到两个警惕。 一是
警惕癌变。 肛管癌、 直肠癌等被误认为痔
疮，因此千万注重癌变的征兆，例如便血，
如果鲜红多为痔疮引起的， 如果便血为暗
红色或黑色、大便形状改变、次数变多、粘
液血便、肛门坠胀、里急后重，就要尽早到
正规医院肛肠专科进行肛门检查和肠镜检
查。二是要警惕不良商人的忽悠。老年人购
买这些保健品一定要慎之又慎。

自我保健有益肠道健康

1月6日，临武县南强镇岚桥小学，志愿者为学生穿上新棉衣。当天，该县开展
“
爱在临武——壹基金
陈卫平 摄
温暖包发放活动”，79名贫困学生，领到了装有棉衣、帽子、书包等物品的温暖包。

主题活动炼就
“润物无声”
湖南日报 1 月 7 日讯（记者 余蓉）近日，长
沙南城“乐之书店”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
长沙市青园教育集团万芙校区的班主任老师
们，她们欢聚一堂，共同探讨育人的艺术，开
启班主任的幸福时光。
青园万芙建校13年，以实实在在的举措，
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校级领导主讲的“德泽讲
坛” 是助力教师向上向善的发动机，“师德师
风建设活动月” 是滋养发动机的机油，“主题

党日活动”“青园夜校”“班主任沙龙”“行政月
会” 等常规研训活动则如咬合在发动机上的
齿轮。三者紧密契合，炼就“润物无声”，教师
自觉恪守师德规范，爱岗敬业蔚然成风。其中
“主题党日活动”，以党课学习、参观访问、社
区帮扶等形式，打造了一支廉洁自律、忠诚有
担当的党员教师队伍，并通过学校QQ群和微
信公众号等， 带动全体教师加强思想政治学
习，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从中医的视角来说，老年人痔疮、直肠
脱垂和便秘都与中气不足、 脾虚气陷有关。
鲁海燕认为，健脾益气、升提固摄尤为重要。
第一是要注意运动。久坐、久站、久蹲、便秘、
腹泻等腹压增大，肛门直肠受重力、脏器、便
秘的粪便压迫，静脉向上回流障碍，血液不
易回流，易于淤积，静脉从而扩张形成痔。建
议老年人要克服久坐不动、大便爱
“蹲点”等
毛病，注重全身锻炼，特别推荐提肛锻炼，有
利于锻炼肛门括约肌功能， 从而减少痔疮、
直肠脱垂发生。 第二是保持肛周的清洁卫
生。大便后要清洗肛门，特别提倡用凉水或
温水清洗，不仅可以保持肛门的清洁，还可
以刺激血管收缩，促进静脉回流，起到预防
痔疮发生的作用。 此外要注重调理饮食。以
清淡饮食为宜，多喝水，多食蔬菜、水果，多
食粗纤维的食物，有利于软化大便，预防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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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肛肠疾病要“两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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