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邓华丽） 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积极
抢抓市场机遇，强化生产调结构，实现营收、
利税大幅增长。今天，从华菱湘钢传出消息，
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 同比增长
101%；上缴税金15亿元，均创历史同期最好
水平。

今年以来， 华菱湘钢坚持创新引领，推
动产品升级， 积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力拓展高端市场和高附加值产品，加快企
业从优钢到特钢的转型发展。上半年，公司
重点品种销量达146万吨，实现创效11亿元；
线棒材成功开发了高强度帘线钢、汽车用冷
镦钢、高层建筑结构钢等新产品，部分汽车
用冷镦钢已实现稳定批量供货；板材开发了
超大型集装箱船用钢、移动罐车用钢、低屈
强比热处理桥梁钢等新产品，完成了国家冬
奥会速滑馆、郑济铁路等国内外重点工程供

货。
湘钢的优质产品迅速受到高端市场青

睐。目前，湘钢与卡特彼勒、壳牌石油、沙特阿
美、中国船舶工业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建
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湘钢产品在造船、工程机
械、海油工程、高建桥梁、压力容器、能源重工
等各个行业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参与了中国
14大超级工程建设， 产品成功应用于首都新
机场、马来西亚皇京港等国内外重点工程。湘
钢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放异彩，广
泛参与泰国、孟加拉国等多国重大项目。

华菱湘钢以效率提升为目标，深入推进
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投资4246万元启动了
42个智能制造项目，企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
升，人均年产钢达到1039吨，较去年同期提
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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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产品多元特色鲜明

7月8日晚， 常德桃花源景区秦溪两岸，
诗意流淌。

升级版大型山水实景演出《桃花源记》，
迎来了今年第121场演出。近400位演员以水
为媒，生动还原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广东百家旅行社的旅行商们不时拿出手机拍
照，沉浸于一场奇妙的古今穿越之旅。

“此刻我们就是武陵渔郎。”来自广东云
浮的旅行商钟先生告诉记者， 一幕幕水上移
动剧场让景区灵魂再现。

近年来， 湖南旅游演艺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张家界《天门狐仙》《魅力湘西》、凤凰《边
城》等老牌旅游演艺火爆依然，以宁乡《炭河
千古情》为代表的新型旅游演艺持续发力，产
品多元且特色鲜明。

《炭河千古情》，古老的“炭河里文明”与
现代高科技绚丽碰撞，短短60分钟的演出高
潮迭起， 为游客感知宁乡文化留足了想象空
间。

韶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湖南红色旅
游的新名片。中国版图舞台设计，视觉效果让
人叹为观止， 观众席的移动技术让游客与剧
情亲近交流。

《狃子花开》以沅陵借母溪山水为舞台，
凄美再现了当地流传千年的“狃花(典妻)文
化”故事，歌颂母爱的伟大。

市场叫好又叫座

7月8日，辣椒节拉开了宁乡炭河古城开
园一周年庆典的序幕。

继杭州、三亚、丽江等地之后，宋城集团
首次通过轻资产运营模式，将“千古情”系列
落地宁乡。“旅游演艺+”主题公园，炭河古城
玩转青铜文化IP。开园一年，接待游客超400
万人次， 营业收入破1.6亿元，《炭河千古情》
演出1000余场，刷新了湖南省大型旅游演出
年场次最多、观众数量最多两项纪录。

同样是行业佼佼者， 山水盛典文化产业
有限公司创始人梅帅元打造的《桃花源记》，
也交出一张靓丽答卷：今年已演出120余场，
平均上座率达85%以上。

在韶山，瞻仰毛泽东铜像、参观毛泽东故
居、 品尝毛家菜， 曾是游客的“老三样”。自
2014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公演以来，演出
场次逐年递增，2017年演出270场。受益于实
景演出，韶山旅游正从“半日游”向“过夜游”
转变，旅游人均消费明显提高。

借母溪56名村民变身演员，《狃子花开》带
来了经济效益，还收获了社会效益。旅游与扶贫
融合发展， 风景风情成金山银山。“真不敢相信
这是自己的家乡。”一些怀化籍游客观看演出后
纷纷感叹，一部实景剧给山村带来了巨变。

“独具创意的旅游演艺，丰富了游客的深
度体验，让文化变得更加亲近可触，是文旅融
合发展的重要载体。”省旅发委产业处副处长
刘禹表示， 发散着文化魅力的景区越来越得

到市场的认可。

创新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

旅游市场火热，旅游演艺水涨船高。
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大小规模旅游演

艺约有300台，总体收入攀升。湖南旅游演艺
台数位居全国前列。

然而， 旅游演艺特别是实景演出， 投资
大，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大浪淘沙，一些项目
面临淘汰或整合的命运。

在张家界，《梯玛神歌》曾与《魅力湘西》
《天门狐仙》构成张家界旅游演艺市场三足鼎
立之势，如今已被整合。

在长沙，《浏阳河上》 大型田园实景演出
2017年惊艳亮相，却也面临上座率低的尴尬，
去年仅演出几十场，今年复演仍杳无音信。

“旅游演艺形成品牌、产生效益，是项目
选址、投资把控、设计创意、舞台呈现、景区运
营等多个环节科学决策的结果。” 刘禹表示，
一些项目观众转化率低， 主要原因是故事老
套、创新不足、雷同相似，其中许多项目缺乏
前期规划、市场评估、盲目跟风等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王兆峰认
为，旅游演艺传播的是一个故事、一种文化、
一份情结，只有突出旅游目的地的地域文化，
才能抓住游客的心；同时，创新是旅游演艺的
生命源泉，要利用科技手段创新表现形式，给
游客以视觉冲击、听觉喜悦、情感满足，旅游
演艺将有广阔前景。

� � � �《炭河千古情》频刷人气，《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视听震撼，《狃子花开》倾情上演，
《魅力湘西》魅力不减……进入旅游旺季，我省各地旅游演艺精彩纷呈———

旅游演艺，湖南文旅融合绽放奇葩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 (记者 王茜 实习
生 陈琪)今天，记者从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承建的中电科(印度)
新能源有限公司一期200兆瓦光伏智能制
造项目开工。项目总投资5000万美元，预计
将于今年12月建成投产，为印度第一家中资
承建的光伏企业。

据悉，印度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目前
仍有3亿人无法用上电。然而，印度拥有非
常丰富的光照资源，其中安得拉邦光照资
源是长沙的两倍多，且光伏能源在印度是
非常便宜的能源， 发电成本远低于火力、
风力、水力。

“印度光伏产业多是欧美投资承建，但

欧洲承建的公司，核心指标晶硅电池转换效
率仅为17.5%。全线引入中国国产设备建设
的公司， 预期晶硅电池转换效率为18.6%，
其效率超过印度本土企业整线引进欧美设
备的4倍。”湖南红太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中电科(印度)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贤金介绍。

此次承建而成立中电科(印度)新能源
公司， 建设高标准的太阳能电池生产线，既
能为光电公司的高端装备走出国门，进入印
度市场奠定基础，也有利于发挥我国光伏制
造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推动印度光伏制造
领域的产能技术升级，兑现光伏行业在海外
印度市场的“走出去”战略。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记者 黄利飞）蓝
思科技今日公告， 公司以自有资金9047万
元，认缴深圳市豪恩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豪恩声学”)新增股本735.5294万
股，其中735.5294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计入资本公积金。

增资完成后， 豪恩声学注册资本由
原 4168万元， 增加至 4903.5294万元，
蓝思科技持有豪恩声学15%的股份。

豪恩声学长期致力于电声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微型麦克
风、语音识别模组、扬声器/受话器、有线

/无线耳机等产品，在行业内处于
领先地位， 且近年来业务处于快
速上升通道。

蓝思科技表示， 公司看好声
学部件的未来发展， 并且在目标

市场和潜在客户拓展与服务方面， 公司
与豪恩声学有良好的协同价值。 本项投
资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的优质客户资源
优势，以及豪恩声学在声学领域的人才、
技术积累、产品资源，将进一步提高公司
的一站式服务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湖南红太阳”印度建200兆瓦项目
印度首家中资承建光伏企业年底投产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记者 奉永成）今
天，省工商局公布了我省上半年加大企业监
管力度落实联合惩戒机制工作情况。 上半
年， 全省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公示了
2986家企业的股权冻结信息， 拦截各级人
民法院被执行人2635人， 限制被执行人
6174次。

做好涉企信息归集工作， 推进社会共
治。截至6月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湖南）已归集公示我省96.36万户企业（含
已吊注销企业）、363.10万户个体工商户、
9.25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信息，公
示全省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
信息6.74万条，公示归集率达100%。除工商
和市场监管部门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湖南）还归集公示了全省50个省直部

门、460个市直部门、2156个县（市、区）部门
共计4.44万条行政处罚信息和172.16万条
行政许可信息。

落实联合惩戒机制， 加大失信企业惩
戒力度。按照国家《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
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要求，上半年，全
省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拦截各级人
民法院被执行人2635人， 限制被执行人
6174次，公示了2986家企业的股权冻结信
息。同时，省工商局还联合省税务部门、省
统计局、 省人社厅对600户长期停业未经
营企业开展了跨部门“双随机”抽查；各市
州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确定了“僵尸企
业”的名单。今年，省工商局将依法依规对
查实的“僵尸企业”进行立案，吊销其营业
执照。

落实联合惩戒机制 加大企业监管力度

上半年我省公示
2986家企业股权冻结信息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今天从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
悉， 该中心年度结息工作已经完成， 共为
54.56万缴存职工结息3.09亿元； 人均结息
收入566.35元，同比增长10.41%；所结利息
已分别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职工
可通过多种渠道查询。

省直住房公积金本次结息区间为2017
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结息利率按一
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结息的职工总
人数为54.56万人， 较上年同期增加2.9万
人；共为职工结息3.0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0.44亿元；人均结息收入566.35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加44.38元。
本次结息工作完成后，省直单位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已通过12329讯息平台，给注
册了短信服务的缴存职工发送了短信。缴存
职工还可通过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网站
（www.xzgjj.com）、省直公积金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名称：湘直公积金）等平台进行实时
在线查询。

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透露，
2018年上半年共新增住房公积金开户单位
166家， 新增开户职工33865人， 完成归集
40.25亿元。新增开户职工人数、完成归集额
同比分别增长28.58%、14.66%。

省直住房公积金结息3.09亿元
涉及54.56万缴存职工，人均结息收入566.35元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张建青）快乐购物股份有限公司7月11
日晚发布公告称，公司名称拟变更为“芒果超
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变更为“芒果超

媒”。该变更申请已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将在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办理工商登记。

快乐购称，通过重组，公司主营业务由
媒体零售业务，拓展至新媒体平台运营、新

媒体互动娱乐内容制作及媒体零售全产业
链， 更名是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经营发展
需要。

为与实际业务相契合， 与战略发展规
划相匹配，“芒果超媒” 将以打造全国影响
力、品牌、市值领先的新型主流产业媒体集
团为目标，服务全国及海外新媒体用户，构
建完整的新媒体产业链， 引领新媒体产业
的发展。

根据同日公告， 快乐购预计今年上半年
实现净利润4.95亿元至5.9亿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49.09%至77.70%。

构建完整的新媒体产业链

快乐购更名为“芒果超媒”
打造全国影响力、品牌、市值领先的新型主流产业

媒体集团

蓝思科技9047万元
增资入股豪恩声学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 （记者 刘永涛）融
360最新发布的6月中国房贷市场报告显示：
6月长沙首套房贷利率平均值为5.65%，环比上
期上升0.53%，二套房贷利率平均值为6.01%，
环比上期上升2.56%。首套利率执行基准上
浮15%的银行增多，二套利率执行基准上浮
25%增多，上升趋势较为明显。首付方面，首
套首付比例不低于30%；二套首付比例不低
于35%。

从全国看，6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64%，相当于基准利率1.151倍，环比5月上
升 0.71% ； 同比去年 6月首套房贷利率
4.89%，上升15.34%。这已是自2017年1月以
来连续18个月上涨。

首付比例方面，全国533家银行分（支）行

中首套首付两成的占比3.75%，首付三成的银
行占比78.05%； 二套房执行首付四成的183
家，较上月新增3家，执行五成、六成、七成、八
成的银行分别为93家、96家、58家、31家。

融360分析认为，目前房贷市场表现出
首套高利率，二套高门槛的特点。结合当前
利率变化特点及政策调控方向来看，首套利
率持续上升过程中对首套弹性购房需求起
到一定限制作用，二套房利率变化产生的调
控效果相对有限。

湖南多位银行人士表示，当前房贷利率
保持上升趋势，主要影响因素仍为市场自身
经济规律产生作用，如资金成本、供需变化
等。在整体经济形势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下，整体房贷利率仍将保持上升趋势。

房贷利率持续上升
6月长沙首套、二套房贷平均利率分别为5.65%、6.01%

创新产品升级 发力高端市场

华菱湘钢上半年
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

发展
智慧农业

7月10日， 益阳
市赫山现代农业改革
发展示范区， 工作人
员为农民普及智慧农
业云平台操作知识。
该平台运用“互联网+
农业”的模式，实现了
智慧控制、 生产全过
程实时监控及农技服
务三大功能。目前，已
有水稻、养鱼、养猪3
个方面的4家新型经
营主体代表试点使用
设备开展生产。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7月12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曾勤 向思洁）富德生命人寿湖南分公
司“小海豚计划”公益活动日前启航，将扶贫
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走进常德石门蒙泉镇
夏家巷完小，为孩子们送去保额594万元的
意外保险、270套“守护小海豚” 定制温暖
包、794件爱心T恤。

“小海豚计划”是富德生命人寿的品牌
公益项目， 旨在关爱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2013年启动。今年“小海豚计划”继续响应

“保险扶贫”的政策号召，聚焦贫困地区学
龄儿童和打工子弟学校儿童，计划在全国
陆续开展140余场活动，将捐赠260余万元
的爱心物资及总保额为3.08亿元的意外保
险产品。

富德生命人寿全国35家分公司、爱心
客户及20余万公司员工， 将一同参与活
动，与受助儿童结对帮扶，并通过心愿偿
还、情感互动、多次探访等形式，关爱当地
儿童。

“小海豚计划”公益活动走进常德
为孩子送去保额594万元的意外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