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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蒋嘉玮 颜克林

8月8日21时57分，一趟从德国汉堡始发，
途经波兰、 白俄罗斯、 俄罗斯等国的中欧班
列，满载着1100吨货物驶入长沙霞凝站。这是
湖南中欧班列（湘欧快线）首趟常态化运行的
回程班列，标志着湘欧快线开启去程、回程双
向常态化运行。

“今后，每周六（当地时间）从汉堡开行一
趟回程班列， 湘欧快线将实现每周4出1进的
常态化运行。” 湖南湘欧快线物流有限公司
总经理夏朝辉介绍， 全国已有29座城市开通
了中欧班列线路， 其中能实现回程常态化的
班列屈指可数。

湘欧快线双向常态化运行后， 将加速长
沙霞凝站成为中南国际陆港中心， 加快湖南
开放崛起、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把 “欧洲货 ”捎回来 ，综合
发运总量位居全国前列

9日晚，长沙霞凝货场，工作人员忙着从
回程班列上卸货。

列车上的84个标箱内， 装有来自德国的
麦片、烟花设备、厨具、减速机等轻工业品和
农产品。这些货物为步步高、永兴银都等湖南
本省企业进口。

此前， 湘欧快线只有去程实现了常态化
运行，而回程班列偶有开行，但时间车次均不
固定。 因此， 不少企业通过湘欧快线出口产
品，但进口依然通过海运。

回程班列常态化运行后， 本土企业纷纷
点赞。

“作为一家贵金属加工贸易公司，我们每

年要从国外多次进口电子元器件、 金属原材
料等，如果走海运，效率相对较低。这次回程
班列实现了常态化开行后，成本降低了。全程
最快只需要10多天， 运输时间是海运的四分
之一。”永兴银都投资建设发展集团办公室主
任邓文锋说。

湖南本土零售巨头步步高集团副总裁
胡文明介绍，德国的厨具、啤酒、麦片等优
质产品在国内非常受欢迎， 湘欧快线回程
常态化运行后，企业的采购时间从2个月缩
至10多天，流通效率加快，将极大提升企业
竞争力。

据广铁集团长沙货运中心统计， 自2014
年10月30日湖南中欧班列（湘欧快线）首发以
来，货运量不断增长。今年前6月已发运进出
口货物5432个标箱。近3年来，湘欧快线共发
送进出口货物17064个标箱、 货运量38.79万
吨、总货值58.93亿元。综合发运总量在国内
开行班列的29个城市中名列前茅。

目前，湘欧快线已发展了直达德国汉堡、
德国杜伊斯堡、白俄罗斯明斯克、波兰马拉舍
维奇、匈牙利布达佩斯共5条线路，连通了德
国、乌克兰、俄罗斯、匈牙利、拉脱维亚等10个
国家，覆盖了沿线国家13个主要城市。

平台效益不断扩大 ， 湖南
加速融入“一带一路”

发展物流最忌单向运输， 实现双向开行
才能降低成本。长期以来，“回程货”不足成为
国内众多中欧班列面临的共同难题。

中欧班列的“鳌头”渝新欧，也是在开通
两年后才迎来首趟回程班列。 直到2014年7
月，重庆整车进口口岸获批，渝新欧的“回程
货”才有了新的突破。

“湘欧快线回程班列实现常态化，得益于
湘欧快线的平台效益不断扩大。” 湖南湘欧
快线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朝辉分析， 湘欧
快线去程班列常态化运行以来，吸引了华南、
华中等周围省市区的大部分货源， 企业从中
享受到了成本减少、通关便利等实惠，开行回
程班列的进口需求在增长。

广铁集团长沙货运中心透露， 此趟回程
班列中，有部分货物为德国的工业零配件，常
用于数控机床、焊接流水线作业，而湖南的制
造企业对此有刚性需求。

“过去，我们购置欧洲数控机床、冶金设
备走海上运输，需耗时2个多月，到安装投产
要花费五六个月时间， 中欧班列回程常态化
开行后，能节约不少成本。”湖南金柱制造公
司总经理张海旭说。

夏朝辉认为，随着中欧企业并购、重组的
加快，特别是近年来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湘
企与德国普茨迈斯特、M-TEC等大型企业的
强强联手， 湖南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将拥有
更加坚实的货源基础和市场需求。

记者了解到，目前，湖南开往伊朗的双向
班列已提上日程。湘欧快线今年将开行每周5
出2进班列，力争明年实现6进6出班列常态化
运行。

根据近日出台的《长沙建设国家交通物
流中心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长沙
将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围绕长沙北站、长沙
霞凝港区、 长沙霞凝口岸打造水铁公多式联
运货运枢纽中心。

湘欧快线将依托长沙霞凝中南国际陆港
中心，深入欧洲、中亚、中东、东盟地区，形成
扇形国际物流网络， 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成为湖南开放
崛起的重要枢纽平台。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吴小波）省经信委近日公布了第二批湖
南省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中小微企
业核心服务机构名单。 至此， 全省共认定
104家省级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266
家省级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

省经信委近年以建设创业创新基地
和培育核心服务机构为抓手， 促进中小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
省省级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共入驻
企业5272家， 实现营业收入472.4亿元，解
决就业人口超过18.3万人， 分别同比增长
9%、12.4%、10.4%。其中，株洲高新区留学
人员创业园等12家基地，被认定为国家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省级中小微企业核心服务机构深入园
区、企业，围绕财税政策实务操作、互联网
营销、股权辅导、中小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工业设计等专题， 开展公益培训和个性化
精准服务。 目前累计在全省开展活动25
场，服务企业3560家，后续深度服务企业
近500家。 长沙软件园有限公司等20家服
务机构被认定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

据介绍， 省经信委下阶段将选择一批
基础条件好的创业创新基地， 开展智慧型
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性建设；依
托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开展服
务中小企业情况的对接跟踪、监测管理、质
量评价。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明 曾庆华）8月9日， 由省文化改革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省社科院主办的“协力推进
大梅山地区融合发展专题研讨会” 在新化县
举行。会上，娄底、邵阳、益阳3市签署协作同
盟倡议书， 携手打造独具魅力的梅山文化旅
游品牌。

大梅山地区覆盖娄底、邵阳和益阳的大部
分区域，这里具有独特的山水自然风貌，鲜明
的巫傩、山歌、武术等地域文化。随着全省文化
强省战略的强力推进，似巫似道、崇文尚武，杂
糅着人类渔猎、农耕文明的梅山文化成为热门
话题，相关联的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近年来，娄、邵、益3市加强区域交流合
作，推动大梅山文化旅游协作区建设，初步形
成了公路、 水路、 铁路等三位一体的交通体
系，建设了梅山文化生态园、蚩尤文化园等一
批产业发展平台，编排了梅山傩戏、新化山歌
等一批地域文艺创作精品。其中，新化以大熊
山风景区为核心的“神韵梅山” 精品旅游线
路， 成为梅山民俗体验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品
牌。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融合发展格局，
娄、邵、益3市倡议成立区域协作工作机构，形
成一体化战略， 协力解决区域交流合作面临
的重大问题；整合区域文旅资源，充实景区内

梅山文化元素，发展梅山文化业态，设计打造
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建立区域文化旅游合作
信息平台， 共同发布文化旅游产品、 市场信
息；加强项目谋划对接，联手捆绑包装、策划
推介、 开发建设一批重点特色文化旅游项目
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杨金鸢表示， 要深入挖掘大梅
山地区的文化内涵，融入现代文化元素，做好产
业的包装和提档升级。同时，要着力构建大梅山
文化旅游的标志性载体，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
设，并形成联动机制，注重整体布局，做到差异
经营、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刘恒 张颖）8日晚， 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
县发生7.0级地震。记者今日从主要航空公司、
铁路部门了解到，10日至11日，长沙往九寨黄
龙机场的直飞航班被取消， 往四川其他方向

航班、火车均正常运行。
记者查询了解到， 目前长沙仅有一趟

直飞九寨黄龙机场的航班， 为西藏航空执
飞的TV9923。 该航班已取消了10日、11日
的航班。长沙往成都方向的航班未受影响，

运行正常。
记者另从南方航空了解到，凡2017年8

月8日（含）前销售的航班日期在2017年8月
8日（含）至8月20日（含）间的南航、重庆航
空实际承运进出九寨黄龙机场的客票（含
联程客票），可以免费全额退票或免费改期
一次。

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到， 目前湖南地区
往川渝方向的高铁、普铁列车均正常运行。

湖南日报8月9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
员 范文波）8月8日21时19分， 四川省阿坝州
九寨沟县突发7.0级地震。灾情发生后，湖南联
通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抗

震救灾工作。
地震发生后， 湖南联通第一时间收集了

漫游至四川阿坝州地震灾区的437名用户信
息， 并在8月9日凌晨将这些用户纳入“红名

单”，实施免停机服务，以确保这些用户即使
在欠费状态下，也能顺利地拨出电话，与家人
通话报平安。

与此同时， 湖南联通通过10010紧急
开通寻亲报平安热线， 用户可直接拨打热
线电话，联系家人报平安。为确保热线能及
时接通， 湖南联通还为这批漫游用户开辟
了一条专门的“绿色通道”，用户在有需要
时第一时间即能为其接通， 并提供必要的
帮助。

� � � � 8月8日晚，一趟湖南中欧班列（湘欧快线）回程班列驶入长沙霞凝站，标志着湘欧
快线开启去程、回程双向常态化运行———

“湘欧快线”双向畅行
省级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突破百家
入驻企业5272家，营业收入472.4亿元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黄利飞）爱
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月9日晚
发布公告称， 公司完成了要约收购欧洲巴
伐利亚眼科集团所涉及的股份交割工作，
并已全部支付完所涉及的款项。 交割完成
后，公司通过爱尔眼科国际（欧洲）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巴伐利亚眼科集团1415.95万
股股份，占其已发行股本的86.83%。

此次交易创下了国际眼科界收购之
最， 也是爱尔眼科近年来频繁投资收购中
最大规模的一笔， 爱尔眼科由此成为全球
最大的眼科医疗机构。

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巴伐利亚眼科集
团，是欧洲最大眼科机构，在西班牙、德国、
意大利等国家共经营76家眼科医疗机构，
其屈光业务在西班牙、德国占有率第一。爱
尔眼科和巴伐利亚的强强联合， 将提升中

国眼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表示， 在收购之

初，公司管理层就进行了全方位尽职调研，
对欧洲眼科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标的公司
的竞争优势作了全面了解；同时，双方管理
层进行了深入沟通，在发展理念、发展战略
等方面高度一致， 这为后期的顺利整合创
造了有利条件。

公司董秘吴士君表示， 爱尔眼科的国
际化布局一直遵循积极而又谨慎的原则，
欧洲项目、美国项目、香港项目的管理层都
与集团相关部门有着密切沟通交流， 为业
务发展和协同效应打下了良好基础。

数据显示，2016年巴伐利亚眼科集团
净利润达794.5万欧元，随着市场占有率持
续提高，预计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这将
增厚爱尔眼科业绩。

收购欧洲最大眼科机构
爱尔眼科成为全球最大眼科医疗机构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
员 罗旭）今天上午，湘潭市人民政府与湖
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财信
金控集团”)签约仪式暨湘潭市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成立揭牌仪式在湘潭举行。据悉，湘
潭市是全省第一个与财信金控集团签订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市州， 是贯彻落实全
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 旨在完
善金融业态，防控金融风险，打造良好金融
环境。

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谈文胜表示，将
借助财信金控集团这个平台的资源和经
验，根据湘潭经济发展特点，以化解金融风
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切入点，在不

良资产处置、市政府债务置换、债券发行和
企业重组等方面加强合作、解决问题。各级
政府和平台公司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乘
着与财信金控集团合作的东风， 充分利用
好金融工具，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财信金控集团是根据财政部、 中国银
监会有关政策， 经省政府批准组建的国有
独资公司， 系湖南唯一的省级地方金融控
股平台、省属国有大型骨干企业集团，旗下
拥有全资或控股子（孙）公司30余家，业务
范围涵盖证券、信托、保险、产业基金、资产
管理、期货、担保、融资租赁、创业投资、产
权交易、股权交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目前已基本实现金融业务的“全牌照”。

完善金融业态 防控金融风险

湘潭率先与财信金控全面合作

湖南日报8月9日讯（记者 周月桂）今
天，安化县与步步高集团签约，将在位于
长沙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的湖南产业扶贫
农博馆（简称“农博馆”）建设“安化礼物”展
馆，集中推广安化的黑茶、水果及其他特
产和山水人文。今年以来，本土零售龙头
步步高集团着力打造新的产业扶贫平
台———湖南产业扶贫农博馆，借助零售企
业庞大的销售网络，让贫困地区农产品销
得更快更赚钱。

去年3月， 步步高集团制定了产业扶
贫“点石计划”，帮助贫困村解决农产品销
售难的问题。“经过1年的产业扶贫实践，
我们深刻认识到，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
重要抓手， 产品扶贫又是产业扶贫的核
心，把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卖上好价钱，才
是扶贫的硬道理。” 步步高集团总裁陈志
强表示，作为商业零售企业，市场销售是
步步高集团的优势。

今年，步步高在进一步拓展和巩固对
口产业帮扶的基础上，推出了湖南产业扶

贫农博馆。该场馆位于步步高梅溪新天地，
占地1万平方米，将按照“一县一馆”的方
式， 共搭建100个“农产品+全域旅游”展
馆， 集中展示各县的旅游资源、 特产资源
等。 步步高集团将对各县产品进行个性化
包装和陈列，并借助现代化布展手段，对各
县旅游、人文、地理环境进行全方位展示。
目前，安化、城步、绥宁、通道等20多个县
已先后与步步高集团对接。

陈志强表示，步步高集团将帮助贫困县
完善农产品的资质、证照和包装，促进其进
入步步高各门店以及其他商业平台。“展馆
的农产品不仅进入长沙的市场，也进入了步
步高全国500多个门店，更由此进入了全球
采购商的视野。”陈志强表示，步步高集团将
启用全球联采机制，邀请国内外大型零售企
业和采购商来“农博馆”洽谈大宗采购业务；
借助中欧快线等平台，将各贫困县的优质农
产品直接对接国外市场； 步步高电商平台
“云猴网”也将同步推出“线上特产汇”，并打
造“湖南特产汇”微信官方商城。

让贫困地区农产品卖上好价钱
步步高“农博馆”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湖南联通将437名漫游至
地震灾区用户纳入“红名单”

实施免停机服务，欠费也能拨出电话

今明长沙直飞九寨沟航班取消
往四川其他方向航班、列车正常运行

大梅山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娄邵益3市签署协作同盟倡议书

� � � 8月9日清晨， 新化县
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游
客在千年“中华银杏王”前
留影。近年，该县大力推进
大梅山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 打造湖南继“魅力湘
西”和“神奇湘东”之后的
湘中文旅生态圈。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李婷婷 摄影报道

观千年古树
品梅山文化

秋雨送清凉
8月9日，长沙市橘子洲大桥，市民在雨中出行。当天，长沙城区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

一场大雨，气温明显下降，最低气温已降至26℃，给炎热的城市送来阵阵清凉。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