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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3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文化湖南，创意潇湘。5月14日，第十一届
深圳文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

当天的1号馆里，观众人山人海。 众多展
馆中，“芒果形”的湖南展馆独具特色。走进湖
南展馆，湖南日报新闻客户端、芒果TV互联
网电视、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中南邮票交
易中心等， 全面展示了湖南文化产业融合创
新的成果。

新媒体给传统媒体插上“翅膀”
5月14日上午10时20分， 湖南展馆的开

幕式刚刚结束。
在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展台前， 一位观

众在移动终端上打开湖南日报新闻客户端，
深圳文博会的报道已经发出。“哇， 速度真
快！ ”这位观众感叹。

用湖南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
声的话说，湖南日报原来就是一张纸，现在借
用科技手段推出新闻客户端， 读者随时随地
就能了解省内外新闻资讯。

本次文博会，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重点展
示了移动互联网的主要产品和传媒新兴产
业。湖南日报新闻客户端、无线湖南等新媒体
终端， 集团的文化金融融合产业项目联合利
国文化产权交易所、 中南邮票交易平台等新
业态，展示传统媒体的融合创新成果。

2014年8月15日， 湖南日报在全国省级
党报中先行一步， 推出新闻客户端。 这是湖
南日报着眼新变革， 适应新变化， 在移动互
联网“新窗口” 努力开辟的“新天地”。 自
此， 湖南日报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基础技
术架构的客户端、 官网为战略核心平台， 以
微博、 微信等第三方为战略支撑渠道， 一体
两翼， 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创新发
展， 提升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价值和影响
力。 新闻客户端推出后， 对 《寻找廖厂长》、
《校训故事》 等系列报道进行专门推介， 取
得良好效果。

融合创新成“文化湘军”共识
湖南展馆内，处处体现“互联、融合、创

新”的主题。
芒果TV互联网电视现场播放的湖南卫

视新节目《真正男子汉》，吸引了不少观众驻
足。 据介绍，芒果TV互联网电视的用户已达
近700万。芒果互动娱乐第一次参展深圳文博
会。其研发的《爸爸去哪儿》手机游戏，两季用
户数超过3亿。

湖南有线集团参与研发的3D虚拟展览
平台，致力于打造虚拟博物馆、虚拟美术馆，

为馆藏机构提供3D虚拟解决方案。 其系统基
于最新的3D技术，可进行设计建模、漫游、数
字图像加工处理、色彩还原、超高精度图像存
储，实现藏品细节清晰展示、研究和鉴定。

华凯创意的“碧水湘江创意秀”，集中展
示湘江治理取得的显著成效。 通过高科技展
示手段，让观众了解湘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
美、和谐之美，领悟人与自然、城市与生活的
亲密关系。

湖南省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介绍，经济新常态下，湖南着力推进国有
文化资产整合重组，打造“文化航母”和“媒体

旗舰”；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
合发展，推动广电、出版、报业等
步入融合发展快车道； 推进文化
创意产业与科技、旅游、体育、农
业、制造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用互联改变世界， 用融合提升格
局，用创新驱动发展。

文博会上体验湖湘风情
湖南12个美丽的“湖湘风情

文化旅游小镇”，“搬”到了深圳文
博会现场，引人神往。

在湖南展馆的外墙， 通过文
字、图片生动展示了“黑茶小镇”安
化县黄沙坪镇、“湘绣小镇”开福区
沙坪镇、“秦简小镇” 龙山县里耶
镇、“陶瓷小镇” 醴陵市陶瓷艺术
城、“边城小镇”花垣县边城镇等独
具风情的小镇。每座小镇都有二维
码，“扫一扫”还能了解更多。

从2015年开始， 省旅游局、
省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办公室开展

“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创建工
作。 通过挖掘湖湘文化特色和地

域风情， 形成具有独特文化基因的休闲度假
型旅游产品。

位于深圳会展中心文化旅游馆的“神秘
湘西” 主题展馆， 独具湘西民族风格的吊脚
楼，配以土家族、苗族文化元素，让人恍若到
了迷人的湘西。

湘西山谷居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生
产的女包，用湘西民族民俗元素装饰，市场反
响非常好，尤其受国外消费者喜欢。 董事长林
杰说，要把民族元素和时尚融合，让湖湘文化
走向世界。 （湖南日报深圳5月14日电）

“创意潇湘”惊艳文博会

5月14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左三）来到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展台前，了解传统媒体与
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深圳5月14日
电 （记者 李国斌 ） 第十一
届深圳文博会今天开幕， 湖
南展馆内， 中南邮票交易中
心通过屏幕实时更新交易情
况， 吸引了许多人关注。

中南邮票交易中心是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联合利
国文化产权交易所投资控股
的专业邮币卡藏品交易平
台， 由湖南省政府金融办监
管。 自今年2月16日挂牌上
市以来， 中南邮票交易中心
已有近13万人开户， 累计挂
牌39个邮币卡艺术收藏品，
日成交额超过10亿元， 排名
全国同行业第二位。

现场， 不断滚动更新的
交易行情， 引起许多人的兴
趣， 了解开户、 交易等相关
情况的人络绎不绝。 重庆邮
票收藏爱好者刘诗意是中南
邮票交易中心的投资者。 他
认为， 邮票交易实行T+0交
易模式， 当天买了当天即可
以卖， 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
比股票风险小， 且即使行情
下跌， 也有邮票实物存在。

当天同时亮相的还有两
尊大球泥陶瓷“红色系列”
精品， 即 《毛泽东主席浮雕
瓷像》 和《习仲勋瓷雕像》。
这是用珍稀毛瓷生产原料大
球泥制作而成。

据介绍， 5月30日， 湖
南首次醴陵釉下五彩陶瓷专场拍卖会将
在长沙联合利国文化产权交易所举行。 此
次展示的 《毛泽东主席浮雕瓷像》、《习仲勋
瓷雕像》 正是选自拍卖会 108件拍品中
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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