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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通过科技进步和产
业应用，万物互联，创造新时代。”11月14日，京
东智联云、海尔智家等知名企业代表，在2020
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上描绘人工智
能在家居等领域的应用。

“呼风唤雨，指的是通过手机即可预先设置
空调温度，打开洗澡间浴霸和喷淋系统。而长沙
无人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就是神话中的‘无敌
风火轮’……”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在长沙的发
展，参展代表和各类专业论坛嘉宾充满信心，激
情满怀。

在产业链布局上，长沙早已顺应时势积极
作为。从2017年开始，明确以“三智一芯”（智能
装备、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终端、功率芯片）为重
点，推进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生根。全市人工智能
及机器人（含传感器）产业链牢牢把握“三智一
芯”的战略方向，围绕“专、精、特、新”下功夫，选
准“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项目，紧扣产业
链的高端发力。

2019 年，全市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含传感
器）产业链规模企业达到989家，链上规模企业
产值97.4亿元，产业链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今年
前三季度，在疫情冲击下，长沙市人工智能及机
器人产业链规上企业仍实现产值74亿元，同比
增长23%。目前，全市智能制造试点企业达668
家，“国字号”27 家，总数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
一、全国城市第四。

产业链发展提速，需要更好的外部资源注
入，也需要在更高端、更专业的会展平台上与业
界碰撞交流。基于此，2020中部（长沙）人工智
能产业博览会应运而生。今年是第一届，主办方
也期待着办出良好的效果，推动这一专业展会
持续举办下去。

“欢迎更多的人工智能项目、优秀人才选择
长沙、投资长沙，共享长沙发展红利，共同创造
智能化产业的美好未来！”长沙市朱东铁副市
长表示，将以此次人工智能博览会为平台和窗

口，与各界专业人士共同携手，互联互通，深化
合作。

雨花经开区是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业链
的牵头园区。作为全省唯一的省政府授牌认可
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几年来累计引进人工智
能及机器人产业链企业 241 家，拥有亚洲第
一、世界第二的激光设备企业大族激光。作为
2020 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主要承
办方之一，雨花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说，这是一
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政产学研共聚的
盛会，是一场带领人们近距离触碰数字经济成
果、体验未来智能生活的盛展，将为产业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

为期 3 天的 2020 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

业博览会，有11个展区，展览面积30000平方
米，覆盖5G技术及应用、智能家居、智慧医疗、
智慧交通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是企业展示、交
流和寻找发展机会的上好平台。上交所主板上
市公司泛微网络（603039）参展工作人员张海
奇和他的同事告诉记者，通过博览会结识了业
内外朋友，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并为进一步开
拓业务打下了基础。

未来，长沙将统筹规划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示范、政策试验和社会实验，以智能装备、智慧
工厂、智能网联汽车等为主攻目标，建设好国家
级智能制造中心和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将人
工智能+大健康、人工智能+交通等纳入整体规
划，更好地打造中国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高地。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
讯员 任彬彬 余汝心）声光特效、烟雾缭绕、师
生亲子共探究、传说人物来穿越……今天，在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的田汉剧场里，2020年全国科
学实验展演汇演预赛暨湖南科学实验展演汇演
决赛进行了激烈的角逐。湖南师范大学参赛项
目“古今皮影之约”夺得一等奖，同步者儿童科
学馆参赛项目“神奇干冰秀”及湖南创智慧教育
有限公司参赛项目“火龙卷与消防”夺得二等
奖，都将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赛事。

据主办单位省科技厅介绍，此次大赛主题为
“科技抗疫 创新驱动”，是2020年湖南科技活动
周的收官活动，也是我省首次举办以科学实验展
演为形式的大型科技竞技赛事。来自省内学校、科

技馆、企业等单位的21支参赛队伍，将科学实验与
舞台表演融为一体，既有知识的传授，又有方法的
演示，让观众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感受科学实验
的魅力。

比赛现场，每支参赛队依次进行自选实验、
常规实验和科技常识测试。最有挑战性的环节是
自选实验，各参赛队为了出新出奇出趣味，选题尽
量生活化，表演也很用心。可乐、酸奶、清洁剂等大
家熟悉的物品都成了科学实验展演的对象。走上
赛场的《家有儿女》中，一家三口度过了化学知识
陪伴的一天。冰和干冰“两姐妹”闹了小意见，干冰
耐心地用讲解和实验化解矛盾，既展示了自己可
人工降雨的本领，也如实介绍了自己放冰箱里可
能会爆炸的弱点，“两姐妹”重归于好。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李夏涛）“雷竹
笋是个宝，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杠
杠的。”11月14日，“邮政杯”2020湖南日报朗读
者大赛芷江赛区举行决赛，来自芷江荷花池小学
四年级的龚柏源声情并茂地讲述怀化市“最美扶
贫人物”杨月珍带领乡亲发笋财，帮1100余名贫
困人口脱贫的故事，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本次活动由湖南日报社联合芷江县委宣传
部、县教育局、县社科联、芷江邮政分公司共同举
办，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协办，围绕脱贫故事主
题，品读《湖南日报》刊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生动报道，激扬青春力量，激发广大学子爱国奋斗
热情。活动得到芷江全县学生踊跃报名参与，通过
前期激烈的海选角逐，最终38名选手进入决赛。

近年来，芷江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各项工作，
贫困户收入稳步提高，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在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同时，也诞生、谱写
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扶贫故事。“今天，借助38
名优秀的朗读者，把近年来扶贫的丰硕成果、优
秀扶贫工作者的先进事迹、贫困户的崭新面貌，
向更多更广的地方展示和传播。”芷江县委宣传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也是芷江为莘莘
学子涵养书香之气、培养家国情怀的重要举措，
是芷江高度重视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道
德文化培育的生动体现。

据了解，“湖南日报朗读者”主题活动旨在
以青春的声音，奏响时代的旋律，吹起奋进的号
角，将党的声音传播得更广更远，在阅读中培育
青少年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展现广大青少
年的才艺与风采。该活动自2019年首次举办以
来，吸引了全省14个市州广泛参与，150余场线
下活动生动呈现，超过50万人直接参与。

“邮政杯”2020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
芷江赛区决赛举行

“科学实验秀”全省大比拼
3支获奖队将代表湖南参加全国赛事推动长沙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歌曲《湘水人家》在学习强国首发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颜青）“响水

青、白鹭飞、荷花荡……石三门响水长，最美是
故乡。”近日，由株洲籍青年歌唱家、中央民族乐
团独唱演员傅莉珊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湘水人
家》MV，在学习强国“每日一曲”栏目首发，短短
几日播放量达50多万次。

11月14日，记者拨通了傅莉珊的微信电话。傅
莉珊告诉记者，自己小时候和姥姥住在湘江边上，
后因工作关系，定居北京。今年9月22日，株洲石三
门现代农业公园首届农民丰收节活动在天元区响
水村开幕，她受邀担任本次丰收节形象推广大使，
创作并演唱了这首石三门歌曲《湘水人家》。

“这也是一次尝试。”傅莉珊说，《湘水人家》

是自己首次作词作曲的作品。“‘响水’和‘湘水’
谐音，听起来唱的是‘响水’也是‘湘水’，因为

‘响水’也是‘湘水’的一部分。‘湘水’是湖南的
一个象征，‘湘水’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傅莉
珊介绍，《湘水人家》MV的拍摄地点就在株洲石
三门现代农业公园，这首歌虽然写的是石三门
的乡村建设，表达和赞美的不仅仅是石三门，而
是整个株洲、湖南在乡村振兴方面取得的成就，
石三门只是一个缩影。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回报家乡是我的初心，
对家乡的眷恋是歌曲创作的基石。”傅莉珊说，为了
出精品，《湘水人家》词曲被多次修改，历时2个多月
的打磨完善，才有了现在大家听到的最终版本。

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李治）2020
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暨创新发展论
坛进入第二天。2020年中部（长沙）智能家居产
业高峰论坛“智能家居·美好未来”今天举行。

打开燃气灶炒菜，油烟机会自动开启；拉开
冰箱门，里面的食品什么时候使用更可口一目
了然；要知道各类食品怎么加工，一百种以上的
制作方法呼之即出；通过手机呼叫，浴霸、热水

提前自动开启，洗完澡后，毛巾自然烘干……这
不是对未来生活的描述，而是最前沿的智能家
居生活场景介绍。

该产业高峰论坛由湖南省智能家居产业协
会主办。专家学者、行业大咖共聚一堂,共同探
讨智能家居产业政策、前沿技术、产业趋势和热
点问题，并举行了“2020 湖南智能家居年度总
评榜”启动仪式和湖南省智能家居产业协会特

色服务揭牌仪式。
湖南省智能家居产业协会会长、湖南省房

地产协会会长、湖南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傅波在论坛上表示，国内房地产发展
增速放缓，为顺应现代化人居理念，须将一流的
硬件与软件融合汇通，打造差异化智慧楼盘。面
对智能家居企业各自野生发展的现状，他倡导
智能家居企业强强联手，互通互联，合作共享。

2020年中部（长沙）智能家居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11月14日，2020中部（长沙）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现场，市民在长沙雨花经济开发区智能装备
展位参观。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双十一”购物节不再是专属中国消费者的狂
欢。在西班牙，这一由中国电商平台发起的促销活动
渐渐深入人心。今年，在新冠疫情仍未停止蔓延的情

况下，“双十一”引领了西班牙新一轮线上消费热潮。
当地时间11月11日一早，35岁的亚历杭德罗便守

在电脑前，等待“双十一”促销开锣，他的购物篮里早已加
入了一台55寸小米电视。时针指向早上9点，这

台原本售价超过400欧元的电视直降近100欧元。
时近中午，距西班牙首都马德里70公里的瓜达拉

哈拉市的菜鸟海外仓外，数辆不同快递公司的卡车正在
出货口排队等候装货。仓库里货物堆积如山，工作人员正在
马不停蹄地进行包装与分拣。

“双十一”大促期间，订单量成倍增长，保证
递送时效成了商家的最大挑战。作为速卖通和菜
鸟跨境物流业务的核心，海外仓在保证递送时效
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菜鸟物流承诺，在西班牙境
内，消费者订单能够实现“三日达”，发往欧洲其他

国家的货品也能在5至7日内送达消费者手中。
新冠疫情是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但电商却

在这次危机中找到了新机遇。疫情暴发以来，许
多西班牙人开始在线上采购日用品，亚历杭德罗

也渐渐习惯了网购各种物品。他说，现在在线购物支
出约占他家庭日常购物支出的90%。

目前西班牙已是全球速卖通重要的海外市场。通过
速卖通平台，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服装、运动商
品、婴幼儿产品受到越来越多西班牙消费者青睐。
与此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大幅提速。今年以来，菜
鸟通过包机及智能升级将中国到西班牙跨境物流
至少提速了一倍，这为中国电商出海提供了新的
空间和机遇。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13日电）

4982亿元！今年“双十一”天猫平台成交额又创新高。从2009年的5000多万元
到如今的近5000亿元，“双十一”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日俱增，成为全球消
费盛宴。

这是强劲消费需求和数字化创新红利共同驱动的结果，也是全球经济主体
共同参与的结果。在新冠疫情阴霾笼罩的2020年，“双十一”给世界经济带来温

暖，受到海外人士广泛好评。
新加坡网络新闻平台“新加坡眼”董事经理许振义说，中国的

“双十一”购物节给东南亚地区电商提供了灵感和启示。受疫情影
响，许多人可能从此改变消费习惯，更多选择网购，这赋予
电商更多发展机遇。

许振义说，电商“虾皮购物”今年第二季度成
交额环比增长近 110%，其“双十一”促销活动将

持续整整一季度。“电商和‘双十一’概念
已经深入东南亚商家和顾客心中。”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最大的经销
商平台之一Health More首席执行
官杰雷米·亨特说，“双十一”已成为
一场巨大的在线狂欢，至少2000家
澳大利亚企业参与“双十一”，其中

160家企业新冠疫情期间在天猫开设旗舰店。
海外品牌在这次“双十一”中迎来爆发性增长。从西非国家加纳的“年度最大网络促销”

到南美国家智利努力打造跨境物流，从菲律宾网络直播明星秀到新加坡“百万新币现金”大
回馈，从韩国美妆、英国茶饮到法国时装、阿根廷红酒……全球商家都在努力让自己的品牌
更多参与进来，共享“双十一”带来的机遇。数据显示，11月1日至11日12时，天猫国际进口
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47.3%。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说，今年的“双十一”虽是在疫情下举办，但中国经济活
动已在恢复，“双十一”彰显了中国经济复苏的良好势头以及强大的消费能力。

疫情也促进了消费模式变革。美国柯尔塞特研究公司估计，今年中国直播销售额
将达125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据为630亿美元。日本财经媒体撰稿人浦上早苗说，

“双十一”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在线促销活动，“直播带货”等新形式的快速发展为在线
促销带来新活力。

韩国《电子时报》刊文说，中国“双十一”购物节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购物狂欢盛
会。受疫情影响，韩国化妆品企业受到严重打击，“双十一”被各大美妆企业看作实现业
绩反弹的绝佳机会。

东南亚在线购物平台“来赞达”首席执行官李纯说，对许多企业而言，今年是至关重要
的一年，“双十一”为品牌商和销售商提供了获得新客户和提高销售业绩的机会。

英国市场分析师卡罗利娜表示，“双十一”是一次国际销售机会，它正成为全球互动的
渠道，连接了消费者和品牌，也连接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受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比利时众多实体商店暂时停业，不少商家选择加入“双十一”促销。图为11月
1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拍摄的一个网站的“双十一”促销信息。 新华社发

中国“双十一”的世界红利
今年“双十一”，中国消费市场再次展现惊人

爆发力：京东只用9分钟成交额即突破2000亿元；
天猫半小时“战绩”3723亿元，全天成交4982亿元；
交易产品覆盖全球220多个国家的超25万个品牌
和500万个商家。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蔓延之时，

“双十一”释放特殊能量，带动全球经济共振。
“双十一”一直被看做中国消费的晴雨表，

疫情冲击后的第一个“双十一”更是格外引人注
目。事实证明，中国消费者“买买买”的热情丝毫
不减。天猫、京东、苏宁、拼多多等电商平台，成
交额均刷新历史纪录。智能产品销售再创新高，
服务产品销售增长强劲，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显
著。西班牙《世界报》说，“双十一”的强劲表现，
充分表明中国消费已从疫情影响中恢复，并将
为中国经济复苏再添新动力。

“双十一”不仅是一场中国狂欢，也是一场世界
狂欢。4000多包机和长途货船、1万多个移动储物
柜、300万名物流工人……英国广播公司通过梳理
阿里巴巴旗下物流企业菜鸟的一系列数据，见证了
中国经济活动的世界影响力。为备战今年“双十一”，
法国勃艮第备下能装满600个游泳池的红酒，乌拉
圭备下1000吨牛奶，以色列的工厂全员加班生产美
容仪，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农赶工筹备“非洲爆款”阿
拉比卡咖啡豆……《华盛顿邮报》说，今年“双十一”
不同于往年，全球企业都对它寄予厚望。

“双十一”再次证明，中国市场正在成为启动
国际生产引擎、带动全球经济共振的世界市场。中
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
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
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步伐仍在加快，中国与
世界分享市场机遇，为各国经济复苏提供动力。

“双十一”不仅是全球的购物狂欢节，更是创新
的试验场。今年“双十一”，直播电商成为最亮眼的特
色。商家开直播超10万场，华为、海尔、美的等7个品
牌的淘宝直播间累计成交额破亿元，来自智利、韩国
和荷兰等20个国家的外交官也客串主播，大喊“买
它！买它！”为各自国家的特产带货。

直播电商，作为创新的商业模式，疫情期间
在中国实现爆发式增长。新经济领域市场调研
机构艾媒咨询预计，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
总规模将达到9610亿元，是去年的两倍多，约占
中国网络零售规模的8.7%。5G、智慧物流、大数
据等科技创新和商业生态创新，正在催生新平
台、新业态、新模式，将为中国消费驱动增长提
供坚实支撑。

在全球疫情背景下，今年“双十一”创纪录的
销售数字，是中国消费强大潜力的有力证明，更是
中国“世界市场”地位的充分表现。稳健前行的中
国经济将带给世界更多信心，为世界经济走出低
谷恢复元气注入更强劲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双十一”带动西班牙
线上消费新热潮

“双十一”
带动全球经济共振

新华时评

②②

①①

①图为西班牙瓜达拉
哈拉市的菜鸟海外仓。

新华社发

②图为11月11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
市区内一处快递配送
站，工作人员正在取
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