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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省委常委、省委
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在考察调研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湖南
华声公众服务有限公司时，对其
打造的三湘都市报96258公众
服务中心的服务理念连声称好。

96258、96***这些简单易记
的热线特服短码，每天都会出现
在省城几家传统纸媒的显眼位
置，作为纸媒自己创建的呼叫平
台，他们推出的服务以提供便民
服务、搭建商业销售平台为主。

据了解，最近几年，全国主
流传统纸媒纷纷搭建自己的呼
叫平台，这究竟是传统纸媒的扎
堆转型，还是报社产业链的必然
延伸———

呼叫平台，到底做些什么?�

找保姆、找月嫂、找家政、订
机票、修房子、洗空调，这些生活
琐事，这两年在长沙已被一个个
呼叫平台“顺利搞定”。

在我省， 目前由三家传统纸
媒打造的三大呼叫平台，形成了三
足鼎立的局面，分别是三湘都市报
96258公众服务中心、潇湘晨报呼
叫中心和长沙晚报呼叫中心。

呼叫平台，到底做些什么?�
“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为

市民提供最贴心的生活服务，从
而把传统的读者变为我们的消
费者。” 三湘都市报96258公众
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军说，该中心
以公益活动、 便民服务为主，担
当新型社区管家的角色，打造连
锁经营、统一配送等功能。

以96258为例，该中心提出
的口号是：96258，帮忙帮到家。
除可受理新闻爆料、 读者投诉、
编读互动、广告热线、报纸征订
在内的传统报纸热线电话的功
能外，还可提供家电维修、家电
清洗、家政服务、保姆月嫂、机票
预订、房屋修缮等多达数百项家
政便民服务，市民只需一个电话
就能全部搞定。

该中心自2012年11月28日
正式运营一周年以来，接到了30
万个市民电话、5万个便民电话
订单， 长沙市超过2万户居民享
受到96258的家政便民、统一配
送等服务。

便民利民成制胜法宝

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已

有的固定客户群，撬动流通产业
的“大奶酪”，这无疑是传统纸媒
延伸出来的另一重要产业链。但
呼叫平台如何在同城的呼叫“江
湖”中立身，就变得至为关键。

“呼叫平台的差异化竞争仍
然至关重要。” 三湘都市报、华
声在线联合编委会总编辑兼湖
南华声公众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云梦说，在长沙，晨报的物
流配送比较成熟，长晚的报纸购
物平台相对健全，而三湘都市报
96258的家政便民服务已形成
最大的一抹亮色。

以“媒体关注民生、服务创
造幸福”为理念的96258公众服
务中心，一上线就提出了“家有
难事，就找96258”的口号，主攻
便民服务。目前，每天电话总量
约1000个，其中300个为便民服
务需求电话， 有50多家企业加
盟。

“不管何时何地， 不管人情
冷暖，只要您遇到困难，关键时
刻，只要拨打96258，服务肯定
到家。”张云梦说，只要真正做到
了便民利民，不管多复杂的“江
湖”都可立于不败之地。

权威与公信力是最大优势

作为流通业主管部门，省商
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刘飞说，
我省虽有多个公众服务平台，但
没有一家处于绝对优势。如果一
个服务平台能在吃住行、家政物
业、养老护理等多方面扩大服务
范围，突破时间、地域、空间的限
制，与电商、物流形成互通，就能
很快脱颖而出。刘飞认为，三湘
都市报96258公众服务中心平
台发展的最大优势是依托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三湘华声全媒体
已形成的权威和社会公信力。

未来3年，三湘都市报、华声
在线全媒体将形成“公众服务中
心—采编中心—营销中心—华
声卡—物流中心—实体店”为轴
心的全媒体产业链，实行从“载
体—平台—实体店—消费者”的
数据库共享， 真正使“新闻、资
讯、发行、广告、产品、销售、互
动、博弈、物流、服务”实现整体
的有机统一， 促进产业链的延
展，同时也为筹谋上市大业的华
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梳
理清晰的产业流程。

■记者 奉永成 朱玉文

本报2月26日讯 在去年取
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今年“欢
乐潇湘”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不但
要继续开展， 规模还要扩大。省
委宣传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 2014年“欢乐潇湘”大型
群众文化活动、 “雅韵三湘”高
雅艺术普及计划已拉开大幕。

【欢乐潇湘】自演自看自评

“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化
活动中的文艺汇演、 省第四届
全民广场舞都是纯公益性的，
由群众自己演、自己看、自己评
出优秀作品。

群众文艺汇演分初赛（4月
-6月），复赛（7月-8月），决赛
（9月）。 今年新增了1场企业职

工专场。
广场舞分海选、 决赛两个

阶段。2月-6月，以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乡
镇为单位组队报名，不限年龄、
性别、专业、舞种。3月-9月，在
全省14个市州海选，各市州评出
3-8支队伍进入全省100强。10
月，全省选拔14支队伍参加总决
赛，评出冠军1个、亚军3个。

【雅韵三湘】今年好戏多

“雅韵三湘” 高雅艺术普及
计划活动贯穿全年，地点以长沙
为主。 演出内容以省内文艺院团
创作和演出的高雅艺术精品节目
为主， 适当引进国内外高雅艺术
剧目，共分7大板块，演出202场。

所演内容涵盖歌剧、舞剧、
芭蕾舞、交响乐、京剧、昆曲、话
剧等众多艺术门类。 以公益性
为主，适当进行市场运作，门票
均坚持低价位。 同时安排部分
赠票，以照顾农民工、残疾人、
低收入群体等的观赏需求。

其中“舞台经典”环节，每
月1场，在湖南大剧院共演出12
场国内外高雅艺术经典剧节
目。白先勇的《玉簪记》、谭盾的
“女书”音乐会，杨丽萍的《孔
雀》舞、芭蕾舞《胡桃夹子》等都
将在今年内与长沙市民见面。
此外，“好戏连台”省会周末剧
场， 将组织省属艺术院团在长
沙红色剧院举行50场公益性高
雅艺术演出。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吴岱霞

本报2月26日讯 中央政府
门户网站今天公布了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
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复函》。 称国务院同意望城经
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定名为望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至此，曾经的“四小龙”
长望浏宁都拥有了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

望城经济开发区是2000年

创立的省级开发区，引进了旺旺
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2006年
经国家发改委审核， 核定面积
6.33平方公里。其地处望城区开
发建设的前沿阵地，南连长沙市
高新技术开发区，具有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位居“两型”社会试
验区和“大河西先导区”的核心
区，拥有各级赋予的先行先试的
政策优势。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戴科

96258运营一年，2万多户居民受惠
一个电话，生活琐事全搞定 “新型社区管家”纵横长沙

2014“欢乐潇湘”、“雅韵三湘”开锣

广场舞下月海选，经典剧每月一场

望城经开区晋升“国家级”2月26日，由华声在线公益频道、三湘都市
报96258公众服务中心、 树木岭社区公益协会
等组织的“微孝大爱·敬老生日派对”在长沙市
雨花区树木岭社区举行。 现场20多位2月出生
的老人与志愿者一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生日
派对。来自长沙福乐康城万婴幼儿园的13位小
朋友为寿星们表演了童趣盎然的歌舞节目，

并和志愿者一道为老人送上了祝福蛋
糕和康乃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鲁红

“微孝大爱”为老人庆生

链接

96258的接线员正在热情地接听市民热线。

快乐湖南…

发展长沙…

3月9日 《四大名著》影视金曲新春音乐会 中国歌舞剧院
4月18日 白先勇制作古典版昆曲《玉簪记》 苏州昆剧院
4月30日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上海京剧院
5月27日 谭盾“女书”暨世界名曲音乐会 谭盾及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6月 王者之声世界名曲合唱音乐会 爱尔兰艾纽纳国家合唱团
7月1日 大型话剧《共产党宣言》 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
8月 大型舞剧《粉墨春秋》 山西华晋舞剧团
9月 多媒体舞台剧《毛泽东和他的长子》 北京新陆地文化艺术中心
10月 世界经典名曲音乐会 以色列爱乐乐团
11月 大型舞剧《孔雀》 杨丽萍舞蹈团
12月 芭蕾舞《胡桃夹子》 乌克兰基辅芭蕾舞团

演出地点：湖南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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