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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湘南投洽会”今日开幕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3年启动重大项目323个，总投资额逾2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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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戏机=戏曲机+音乐机+电影机+
收音机+跳舞机+看书机！
☆戏曲机 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
名家名段不重样！
☆音乐机 经典老歌、革命歌曲…千首经
典名曲想听就听！
☆电影机 养生节目、精彩电影、热门电
视剧…走到哪里都能看！
☆收音机 高灵敏调频收音功能，足不出
户，能知天下事！
☆跳舞机 精选广场舞曲，双喇叭大音量
外放，公园、广场跳舞好帮手！
☆看书机 《封神演义》、《西游记》、《红楼
梦》…经典名著自动翻页，更方便更快捷！

超大高清护眼显视屏， 超大容量电
池，超长时间播放！ 听歌曲、听相声、看大
戏，晨练、散步，走到哪带到哪！

本活动仅限 50 周岁以上长者申
领，领完即止，切勿重复领取！

申领须知
1、50 周岁以上中老年人凭个人身份

实名领取；
2、每个家庭仅限领取品牌正品看戏机

1台，厂家三包，快递免费送货上门；
3、申领成功后，禁止转让或出售获利。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活动举办方所有

老年看戏机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和谐社会，老有所乐”系列活动，有机会免费领取唱戏机一台。

免费申领

400-6600-786
免费申领电话

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倡导敬老助老新风尚，“和谐社会，老有所乐”系
列活动在全国正式开展。 戏曲相伴，心情舒畅，乐度晚年，“看戏机”免费申领，
公益发放！

王家卫御用班底助力梁朝伟新戏
只为兑现 15年前神评

日前， 在上海南
京西路地铁站惊现 7
张梁朝伟电眼海报，
引发众网友争议。 梁
朝伟在《摆渡人》拍
摄期间， 集结王家卫
的御用班底夏永康和
张叔平， 推出新片
《眼》， 并将在 9 月
25 日以突破常规的
方式，在江苏卫视、湖
南卫视、东方卫视、浙
江卫视进行公映的新
闻被炒得沸沸扬扬。
今天， 官方终于发布
了拍摄花絮，让期待已久的一众影迷一睹为快。

今日曝光的花絮中看到， 正在拍摄的是梁
朝伟直面镜头的画面。 摄像头聚焦在梁朝伟为
众人称道的电眼上， 尤其是花絮片最后梁朝伟
对着镜头调皮却又温柔的眨眼动作， 更是让一
众女粉丝为之心动。 据说此次拍摄不同于以往
电影的拍摄方式，全程只拍眼，通过对眼神的聚
焦来表现情感当中那转瞬即逝的变化。

在官方花絮中，除了影帝梁朝伟，还有两个人
的身影值得关注，那就是以“视觉领域的顶级组
合”著称的夏永康和张叔平。 无论是拍摄过无数
大咖的殿堂级摄影师夏永康， 还是多次获得香港
电影金像奖最佳美术指导奖和获奥斯卡金像奖提
名的张叔平，都可谓是王家卫的御用班底，如此顶
级的阵容，已吊足观众的胃口。 有传闻称，梁朝伟
的这部新片就是为了兑现王家卫 15年前对梁朝
伟的神点评：梁朝伟用眼睛就能演戏，而这个大胆
的创想竟然在今年终于得到实现。

而官方花絮曝光的片段中， 我们似乎并没
有看到张叔平最为擅长的《一代宗师》或《花样
年华》那样的华丽服饰。或许，这部名为《眼》的
影片，正是要以最简单的、最纯净的方式，呈现
梁朝伟最真实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拍摄现场，梁朝伟和夏永
康、张叔平时不时地展开讨论，或许是探讨拍摄
手法细节，又或许是讨论影片演绎的细节，不时
有三人哄堂而笑的画面出现。 然而这出影片拍
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仍未揭开神秘面纱。

此外，对于电影海报上的编剧“神秘人” ，官
方也尚未公布。 早前就有网友猜测，梁朝伟今年
曾为《我是路人甲》写了一篇影评，让人惊叹“影
帝不仅会演戏，喂鸽子，连文笔也是杠杠滴” 。 而
此次在电影海报上的文字， 和 《听见流星的声
音》一样仍旧质朴、深情，或许“神秘人” 就是文
艺且温暖的梁朝伟本人，抑或是近来与梁朝伟合
作的新晋导演张嘉佳呢？

同样的， 早期的电影海报中令人浮想联翩
的语句，“你跟我记忆里一样，只要笑起来，就是
那个不服输的小女孩” 、“就算你衣食无忧，也
觉得你处处需要照顾” 、“能完美的只有自己，
可珍惜的只有眼前 “……这些略带王家卫体文
风的语句，又给此片留下一笔悬念，这些话梁朝
伟究竟是对谁说的呢？ 但就目前的官方花絮并
无从得知。

而一切谜底， 将在 9 月 25 日当晚揭晓，敬
请期待。

本报9月23日讯 9月24日，为
期3天的第三届湘南承接产业转移
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郴州拉开帷
幕，借助盛会，湖南对外经济掀起又
一轮建设高潮。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于
2011年获批成立。 湘南三市郴州、
永州、 衡阳抓住新一轮改革开放和
珠三角等沿海经济带产业转移的机
遇，加大对接上海自贸区，主动融入
长江经济带， 在经济下行期逆势上
扬，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2014年，郴州、衡阳、永州实
际利用外资28.3亿美元， 同比增
长17.4%，占全省27.5%；完成外
贸进出口额84.3亿美元， 同比增
长 39.7% ， 占全省 27% ；2012年
-2014年，示范区先后启动了三批
重 大 项 目共 323个 ， 总投资额
2406.55亿元。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
后，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投资贸易洽
谈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两届。 经过
两年多来的精心培育和发展，“湘南
投洽会” 已经由投资贸易展览会成
为服务国家战略、 推动区域发展的
重要平台， 是湘南三市承接产业转
移的一个重要开放窗口和一张闪亮
的名片。

今年的“湘南投洽会”由省政府
主办， 省商务厅、 省发改委以及郴
州、衡阳、永州三市政府共同承办，
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省级重点经贸活
动。 ■记者 王铭俊

本报9月23日讯“以前
开公司嫌麻烦， 现在开公司
很方便。”今日上午，长沙老
板袁振拿着标注着“集群注
册”的营业执照高兴地说。企
业集群注册是指以一个机构
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地址作为
多个企业的住所登记， 并由
该机构提供“管家”式服务。

有办公室是过去注册企
业的必要条件，今年9月1日
起长沙高新区在省内首推
“企业集群注册”， 推行托管

注册制度， 可以实现一套房
注册几十家公司。创业者创
办家庭电子商务公司、 在线
服务公司等小微公司，可以
在家办公不用租房， 将托管
机构作为企业住所进行登
记。 目前长沙高新区已成立
3家托管机构， 吸引了近百
家企业申请注册。

“托管机构必须经过严
格的审批， 才有资质为企业
提供服务。”长沙市工商局高
新分局局长冯勇介绍， 除了

提供企业注册登记、会计、年
报等常规服务外， 目前成立
的3家托管机构各有特色，如
中皓集群企业托管公司主要
帮助企业融资、 协助其申请
创业板上市； 高新区创业服
务中心是为刚起步企业或团
体提供孵化、 政策和信息等
方面服务； 高新区软件园集
群企业托管部为移动互联网
企业提供开发素材、软件检
测等服务。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刘倩 通讯员 王浩

银联重拳整治支付圈
银联近日透露，1月-7月银联在

全国累计发现并整改套用MCC (商
户类别码)、违规商户29万户，银联
对于支付机构违约的差额追偿金额
逾4亿元。

这些钱怎么花？9月22日， 银联
相关负责人表示， 银联将收取的追
偿金总额的87.5%返还给发卡行。该
比例是按照发改委规定的刷卡手续
费分成比例中发卡行、 收单机构和
银联分别为7：2：1得来。

针对违规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银联正在计划放出“取消资质”终极
大招。记者了解，银联将加大惩罚力
度， 对劣质收单机构逐步暂停现有
业务，要求违规机构退出业务、暂停
交易，甚至取消资质。

所谓“套码”，是指商户为了降
低银行卡手续费成本， 与收单机构
“里应外合”， 使用与自身业务不相
符的商户类别 (MCC)。比如很多餐
饮娱乐企业刷卡手续费率本来是
1.25%，但是如果以费率低的超市的
名义申请入网， 就能享受到商超
0.38%的刷卡费率。“套码”行为将使
银联和发卡银行每年损失巨额的手
续费，且无法还原交易场景，无法防
控银行卡行业风险。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长沙开公司也有“管家”了
高新区9月推企业集群注册

位于郴州的炬神电子车间，工人在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