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安化的黑茶、石门的蜜橘、宁乡的外
婆菜、 望城的甘蔗……近一个月以来，湖
南各地的农产品积极迎战“双十一”，通过
各类线上渠道采取预售、直播等方式开展
促销活动， 也借此检阅产品的电商化水
平。

预售 、直播 、错峰促销 ，
农产品电商积极参战

11月10日上午，“双十一”大战在即，
位于长沙河西58众创空间的安化黑茶离
岸孵化中心安安静静，大部分员工因前一
天忙到凌晨才回家。“下午大家都会过来，
迎接最后的大考，预计‘双十一’销售额将
达到3000万元以上。 ”孵化中心的电商负
责人吴晓琴感冒严重、声音嘶哑。

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入驻了40多
家安化黑茶企业，联合组成了安化黑茶天
猫旗舰店，今年早早加入了“双十一”的促
销大战中。 前期的预售其实是最累人的，
咨询量暴增，近一个月以来，员工们都没
正常下班过。 每天15时，美丽的茶艺师都
会在电商平台进行直播，吸引大量客户。

卓牧羊奶品牌经理周峻宇早就买好
了一大箱某品牌“喉宝”，为“双十一”的直
播预备着。连续3年，这家湖南电商拿下了
天猫“双十一”液态羊奶第一名的好成绩。
11月10日下午， 直播就开始了，4名主播
风格各异、轮番上阵，有的娓娓道来，有的
卖萌搞怪，他们将一直奋战到凌晨。

本土社区团购平台搜农坊， 集合了石
门的蜜橘、桃源的红薯、大通湖的螃蟹以及
望城的甘蔗等，在11月10日晚集中上货。 当
晚9时，所有人员进入“作战”状态，并将在
11日零点前结束战斗。“正好错开‘双十一’
高峰时段。 ”搜农坊运营总监吴美玲说。

外婆菜、木瓜丝、剁辣椒……各种下

饭菜被一车车发送到全国各地，宁乡小伙
刘兴佳通过各类电商平台将湖南味道“错
峰”发货。从10月底开始，刘兴佳的团队每
天都要处理两万多个包裹。“我们在淘宝、
拼多多、京东都有促销，近一个月销售额
已近1000万元。 ”11月10日，面对即将到
来的“双十一”，刘兴佳既疲惫又兴奋。

据了解，今年“双十一”拼多多推出
“拼单狂欢节”，吸引了冰糖橙、豆干、小鱼
仔、烟熏腊肉、外婆菜等众多湖南农产品
商家参与。平台数据显示，11月1至9日，以
冰糖橙和特色小零食为首的湖南农产品
销量同比涨幅已超过160%， 预计未来几
天仍将继续上涨。

对于备货应战“双十一”的广大农产品
商家来说， 他们的工作可能在一两个月以
前就已经开始了。 惠农网平台数据显示，新
宁崀山脐橙、麻阳冰糖橙、洞口雪峰蜜橘等
全国热销的湖南柑橘类农产品， 在“双十
一”之前已经启动预售机制，只等农产品下
树。

标准化、品牌化、电商化，
功夫下在了平时

“双十一”如同一次大考，能否拿出好
成绩，也许不在于这数天的运作，而是由
长期积累的实力决定。

今年是“安化黑茶”公共品牌第一次
正式参与“双十一”大战。 据了解，安化黑
茶离岸孵化中心目前已有云上茶业、领峰
山茶业、天茶茶业、阿香美、皇园茶业、八
角茶业、建玲茶业、高家山茶业等40多家
茶企入驻， 共同制定互联网黑茶标准，打
造“安化黑茶”公共品牌。

“消费者通过一家安化黑茶旗舰店便可
以买到多家茶企的产品。 ”安化黑茶离岸孵
化中心理事长向懿说，安化黑茶以前多依赖
于传统渠道，现在借力“互联网+”形成合力，
希望共同打好安化黑茶品牌的升级战。

“我们的优势是基地采购。 ”搜农坊采
购总监汤达亮说，搜农坊平台商品全部直
接从合作基地采购，没有中间环节，既便
宜又新鲜。今年“双十一”搜农坊推出的最
重要的新品是采自望城靖港的甘蔗，当地
农民种了上百亩甘蔗，主动对接了搜农坊
的采购人员，首批试吃反响极好。

据介绍， 搜农坊2018年5月转型社区
团购业务，一年多时间，月销售额由上线
时的几十万元增长至数千万元，成为社区
团中的标杆， 目前已经入驻长沙1500多
个小区。

湖南电商扶贫小店是在省商务厅、省
扶贫办指导下开发的社交电商平台。该平
台可一站式帮助农户开店，目前已经成功
打造了芷江水晶桃、新化白溪豆腐、湘西
猕猴桃、辰溪宫川蜜橘、江永香柚、麻阳冰
糖橙、洪江黄金贡柚等爆款产品。 平台目
前有6.4万余人开店， 在售商品近6万款，
累计成交额突破1.7亿。

作为三大电商平台中惟一做农产品
起家的拼多多，该平台从终端的购买与交
付、中间的物流到前端的种植生产全程主
动参与，有效促进农产品的上行。 宁乡小
伙刘兴佳的下饭菜去年4月进驻拼多多
后，销量迅速攀升。 今年宁乡外婆菜上线
拼多多的“多多助农”活动，刘兴佳团队采
购了宁乡200户农家的外婆菜原料，其中
有75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惠农网是省内一家农业B2B产业互
联网平台， CEO申斌表示， 对于惠农网
来说， 除了开展平台采购促销活动之外，
更重要的是为产地供应商做好备货支持。
据悉， 惠农网已在麻阳、 中方、 沅陵、新
宁、洞口等县市驻点，联合当地政府帮助
龙头企业、种植大户开展农产品标准化建
设， 制定电商化供货流程， 帮助当地果
农抓住每年的销售黄金期， 大力推动农
产品上行。

感受国学之美
分享艺术人生
11月7日上午，“清涵万象”博士7人书

画展开幕式在湖南科技学院举行。本次书
画展作品取法多元，形式多样，既有传承，
亦有创新，或清秀雅致，或苍劲有力，展示
了7位博士扎实的基本功， 吸引了大批师
生及社会书画爱好者参观。 开幕式后，博
士们还举办了精彩的“艺术与人生”专题
讲座，与师生及社会书画爱好者分享从艺
心得，进行互动交流。 张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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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野“双十一”硝烟起
湘字农产品排兵布阵

� � � �附:第四届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分类别按姓氏笔画排列)

� �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1 于 涛 男 南华大学
2 王文彬 男 湖南文理学院
3 王 欣 男 湖南科技大学
4 王 峰 男 湖南省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5 王雄伟 男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6 王裕勤 男 娄底市中心医院
7 王 静 女 湖南省肿瘤医院
8 王耀辉 男 怀化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9 尹向东 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10 邓洪波 男 湖南大学
11 石群勇 女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12 付 玲 女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3 宁夏元 男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14 匡远配 男 湖南农业大学
15 朱文卿 男 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16 朱皓峰 男 湖南广播电视台
17 任佳丽 女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8 任美衡 男 衡阳师范学院
19 刘柏炎 男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 许永江 男 郴州市第二中学
21 许明金 男 湖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2 孙桂红 男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3 阳雪兵 男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24 李玉民 男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5 李传武 男 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
26 李志辉 女 湖南省儿童医院
27 李昌平 男 湖南师大附中
28 杨宏伟 男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 何旭明 男 长沙学院
30 何建国 男 益阳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31 宋晓萍 女 湘电风能有限公司
32 张大庆 男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3 张庆华 男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4 张 兵 男 湖南省人民医院
35 陈代湘 男 湘潭大学
36 陈泽君 男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37 陈建春 男 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8 陈 铖 男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一医院
39 陈 燕 女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40 欧金生 男 湖南湘电动力有限公司
41 欧雪银 女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42 尚 敬 男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3 易 兵 男 湖南工程学院
44 金中基 男 湖南日报社
45 周 勇 男 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
46 周继红 女 湖南省举重运动管理中心
47 周 翔 男 长沙赛搏机器智能有限公司
48 周黎民 男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49 郑思乡 男 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50 胡 坚 男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胡柏学 男 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2 胡贵华 男 湖南省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局
53 柏太柱 男 衡阳市中心医院
54 钟毅平 男 湖南师范大学
55 姚益平 男 国防科技大学
56 贺淑龙 男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57 聂 军 男 湖南省土壤肥料研究所
58 徐秋生 男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59 徐 姝 女 湖南工商大学
60 高广军 男 中南大学
61 郭丽君 男 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62 唐圣松 男 湖南医药学院
63 黄创霞 男 长沙理工大学
64 黄 海 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
65 龚美慧 女 张家界旅游学校
66 彭克俭 女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67 彭雄根 男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 蒋 蓉 女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69 韩伟红 女 湖南星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70 喻 嵘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
71 曾广胜 男 湖南工业大学
72 曾文伟 男 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73 谢红梅 女 永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74 雷冬竹 女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75 雷明盛 男 张家界市人民医院
76 蔡安烈 男 株洲市中心医院
77 谭立新 男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78 暨爱民 男 吉首大学
79 燕立国 男 桃源一中
80 Zhu Wen hui 男 中南大学(外国专家)
81 丁 俊 男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
82 王 柯 男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
83 王增木 男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84 邓集雄 男 湖南汽车城永通有限公司
85 伍志明 男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86 许贤杰 男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87 李 峰 男 国网湘西供电公司
88 肖东强 男 湖南兵器轻武器研究所
89 汪永明 男 湖南中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90 张华山 男 国网湘潭供电公司
91 周飞轮 男 长沙县职业中专
92 周全华 男 湖南工贸技师学院
93 袁仁平 男 株洲九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94 唐中武 男 衡阳技师学院
95 覃曼丽 女 张家界旦旦湘绣有限公司
96 程 秋 男 湖南中联重科车桥有限公司
97 曾威民 男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98 谢利英 女 衡阳市高级技工学校
99 谢学民 男 娄底技师学院
100 戴 辉 男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公司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11月7日，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湖
南赛区选拔选手名单出炉，组织学生参赛
的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李伟
感触良多：“我已连续三年组织学生参赛，
虽然今年选拔再次失利，但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更深了，我觉得自己没白忙。 ”

李伟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湖南大

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从事古代文学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教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她，
注重用传统文化滋养学生。讲授文学作品时，
她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作品， 并分门别类整
理出来分享给学生，深受学生喜爱。她还坚持
开展“课前文化小讲堂”的活动，鼓励学生对
隐藏在日常细节中的传统文化基因予以发
掘、讨论，形成浓郁的文化氛围。

三尺讲台之外，李伟利用课余时间开

展一系列的传统文化推广活动，比如一年
一度的“青春诗词大会”“汉字英雄”，已成
了学校的校园文化品牌；进行了一系列关
于经典阅读与传统文化的讲座，场场受到
学生的热烈欢迎；连续2年参加“汉语桥”
工作， 积极向外国选手们推介名胜古迹、
唐诗宋词等，激发起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热爱之情。

实践之余，李伟也潜心钻研，将传统
文化与教书育人作为科研的主攻方向，撰
写了论文数十篇， 主持了省厅院级课题4
项。

� � � �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周妍）11月10日， 在长沙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会议
室里，相关业务负责人与技术人员正在加班进行
数据归集技术培训，确保《长沙市数据营商集中
攻坚行动方案》能尽快落地开花。

一直以来，政务数据资源归集是消除“信息
孤岛”、拔掉“数据烟囱”的关键之举，也是支撑各
部门业务流程再造、简化办理环节、精简办事材
料的基础工程。 实现政务数据资源的互联共享，
才能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今年
以来，长沙市数据资源管理局重点推进城市超级
大脑和政务云底座两大重点项目的建设，着重建

好了长沙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 平台和
“我的长沙”APP。 目前，全市网办率和一次办率
均达到96%；“我的长沙”APP新版已上线85项公
共服务和社会服务。

长沙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武介
绍， 此次数据营商集中攻坚行动共归集24个单位、
200类政务数据资源，将从数据基础源头上打通政务
服务全链条，计划到2020年1月底前，在长沙市范围
内完成“四个100”工作目标，即：新增100个政务应
用系统云化迁移；归集共享开放100类政务关键数据
资源； 实现100个政务服务高频事项的汇聚集合；推
广“我的长沙”APP下载注册100万用户。

长沙将开展数据营商集中攻坚行动

李伟：用传统文化滋养学子

荨荨（上接1版）
《通知》指出，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工作是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采
取有力措施， 支持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在科技
创新、 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 决策咨询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要关心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
工作和生活， 支持他们的事业发展， 组织他们
深入基层一线和中小企业开展服务活动， 充分

发挥他们在服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
用。

《通知》强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强
对省政府特殊津贴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政府特
殊津贴人员的服务管理制度，加强人选后续考核
管理和跟踪服务。积极发挥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的辐射带动作用，激励广大专业人才创新创业创
优，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