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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球跨境电商光谷论坛湖南峰会举行

我省跨境电商“小目标”百亿美元
本报9月11日讯 今天，第
四届全球跨境电商光谷论坛湖
南峰会在长沙高新区举行。此次
峰会大咖云集，阿里巴巴、海翼
电子等全球知名企业齐聚长沙；
来自智利、秘鲁、以色列、马来西
亚等国的电商平台汇聚一堂。峰
会现场，长沙高新区与网来云商
公司启动了跨境电商项目，双方
准备合力将长沙高新区的企业
推向全球市场，打造湖南跨境电
商产能中心。活动由湖南省商务
厅、长沙市商务局指导，长沙高
新区管委会主办。

制定跨境电商支持政策
跨境电商是电子商务应用
的一种创新模式，能有效压缩中
间环节、化解产能过剩，重塑国际
产业链、 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并直接面对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市场，为企业提供发展之道。
据了解，全球跨境电商光谷
论坛已成功举行了三届，覆盖全
球100多个主要贸易国，构建了
一个全球性的跨境电商项目合
作与对接平台。 此次湖南峰会
以“新联结 新业态 新动能”为
主题， 探讨跨境合作的创新联
结模式，跨境电商的新趋势、新
业态， 分享跨境电商转型升级
的新动能、新机遇，搭建沟通交
流与对接合作平台， 共享全球
电商发展成果。

峰会透露，湖南即将出台跨
境电商“百亿行动”计划，通过制
定跨境电商支持政策， 协调关、
检、税、汇等部门，积极营造跨境
电商产业生态环境，促进湖南产
品走出去、 国外产品引进来，培
育和壮大跨境电商产业，力争到
2020年全省实现跨境电商进出
口总额超过100亿美元。

将建跨境电商孵化基地
跨境电商已成为长沙高新
区外向型经济的重点领域和特
色板块。据介绍，2016年，长沙高
新区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4350
亿元人民币，其中跨境电商年交
易额突破5亿美元， 引进了海翼
电子、58到家、 腾讯众创空间等
知名电子商务品牌，形成了集移
动互联网、物流、第三方电子商
务、信息化、金融等优势电子商
务产业链。预计到2020年，高新
区电子商务交易额将突破1万亿
元人民币，跨境电商年交易额将
超过25亿美元，开展跨境电商业
务的企业达到300家以上。
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周
庆年透露，长沙高新区即将启动
建设阿里巴巴跨境电商孵化基
地、跨境电商产业园和公用型保
税仓，助推长沙高新区企业“走
出去”和“引进来”，扩大国际影
响力。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余旭华

草花互动发布新战略
游戏湘军开启新征程
本报9月11日讯 奥特曼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动漫形象，在手
游中，奥特曼也扮演着不可或缺
的角色。9月9日， 在湖南草花互
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新
玩意”2017草花互动战略发布会
上，这家湖南本土手游运营公司
发布了策略手游《奥特曼系列归
来》。
在发布会上，草花互动CEO
戴建清发布了集深度产品运营、
精品产品发行、定制产品研发于
一体的“三维一体”的企业发展
新战略。据他介绍，草花互动将
在拓宽业务蓝海的同时， 将运
营、发行、研发三维集中深度发
力。围绕这个战略，草花互动已
获得日本圆谷株式会社旗下国
民级特摄剧经典“奥特曼系列”
的手游改编权及中国大陆范围
内游戏发行权，产品命名《奥特
曼系列归来》。
草 花 互 动 COO 杜 正 清 介
绍，《奥特曼系列归来》 是草花

互动正式实施全新战略的首款
产品， 也将开启草花互动独家
代理发行的新纪元，“这款产品
是由日本圆谷全程监制、 傲世
堂打造、 草花互动发行的横版
策略卡牌手游， 草花互动将斥
资5000万元以上， 以品效合一
的市场策略，采用流量采购、产
品发布会、IP方联合推广、 异业
合作等方式来进行 《奥特曼系
列归来》的市场投放，预计累计
投放规模达亿元以上”。 此外，
草花互动还深度布局策略游
戏，公布了全新的策略产品《异
星崛起》、《超级指挥官》。
作为国内手游联运起家的
典型代表，草花互动在2014年8
月成立之后迅速崛起，成为手游
联运发行厂商的佼佼者之外，还
成为了湖南唯一一家综合型游
戏企业。经过三年的积累，草花
平台累积活跃用户3000万，已成
功运营了300余款热门游戏。
■记者 朱蓉

我省首家影视文化产业园迎新
本报9月11日讯 9日，十几
家影视公司、编剧工作室的创始
人齐聚“红影文创园”举办企业
入驻欢迎会，共商如何挖掘湖湘
文创产业的巨大潜力。 据悉，红

影文创园是我省第一家以影视
文化为核心的电影文创产业园，
聚焦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业
态，为文创企业构筑全方位发展
扩张的动力平台。 ■记者 卜岚

“出口经济”走俏
9月11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旭升科技公司车间，工人在生产出口订单——
—卡通书包。2016年以来，城步苗
族自治县积极引导出口企业抢抓“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大力发展“出口经济”。目前，该县5家出口
企业生产的背包、足球、活性炭等产品远销俄罗斯、英国、希腊、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1月至7月，已实现出
口创汇2600余万美元。
严钦龙 刘红 摄影报道

湖南茶博会4天成交6亿元
本报 9月11日 讯 今 日 ，
第九届湖南茶业博览会闭幕。
据组委会统计， 在为期4天的
时间里，1500余家参展企业现
场成交总额达6亿元， 签订茶
叶购销订单达20余亿元，本届
茶博会超过历届规模，创造了
湖南茶博史新的记录。
本届湖南茶业博览会以
“展示湘茶魅力、 搭建交流平
台、发展茶业经济、扩大茶叶
消费”为主题，展览规模达2.2
万平方米， 设立展位500个，
1500余家企业、10000多种产
品参展、参会。汇集了省内安
化黑茶、石门银峰、岳阳黄茶、
古丈毛尖、沅陵碣滩、桃源大
叶茶、保靖黄金茶、南岳云雾、
常德武陵红、江华苦茶、张家
界白茶、茅岩莓特种茶等十大
公共品牌知名企业的主要品
牌名优茶、 茶叶新产品等。同

时，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
余家茶叶生产企业和紫砂壶
制作企业的茶产品、 紫砂制
品、收藏品参展。展会期间，前
来参观、洽谈的市民、客商人
数达12万人次， 平均每天超3
万人次，再次展示了湘茶的实
力。
在展 览会 上， 白 沙 溪 茶
厂、益阳茶厂、华莱生物、梅山
崖、云天阁、老顺祥等安化黑
茶品牌继续强势出击，湖南省
大湘西茶产业发展促进会携
45家会员单位与大湘西茶产
业集群品牌“潇湘”再次亮相，
成为本届茶博会的一大亮点，
不仅有力提升了潇湘品牌的
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还
推动了湖南茶业的产业扶贫、
转型升级和千亿目标的实现。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黄德开

质量安全宣传进社区
本报9月11日讯 老百姓
的“衣、食、住、行、用”无一不
需要质量监督服务。 近日，由
省质监局主办的“质量五进”
活动在万家丽广场举行，为社
区居民带来了金银珠宝、室内
空气质量免费检测； 纺织品、
珠宝玉器检测辨别等服务。
活动现场， 一字排 开的
咨询台、 检测检验台前挤满
了人， 有关质量知识的宣传
展板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
看；与此同时，一场质量知识

有奖竞赛也在如火如荼的开
展。本次活动围绕百姓关心、
消费者反映突出的质量安全
问 题 ， 以《产 品 质 量 法》、《特
种 设 备 安 全 法》、《计 量 法》、
消费品辨真识假为内容，通
过发放宣传单、 展示假劣商
品、现场讲解、演示，生动的
向消费者展示质量安全各方
面知识。 倡导消费者购买正
规商品、 提高伪劣商品鉴别
能力、增强消费法制理念。
■见习记者 陈柯妤

中国首条民营资本控
股高铁完成投资签约
浙江省与复星集团牵头的
民营资本联合体11日下午正式
签署杭（州）绍（兴）台（州）铁路
PPP项目投资合同，这意味着中
国首条由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
项目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杭绍台铁路全长269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总投资达
449亿元。2015年， 杭绍台铁路
被国家发改委列为首批PPP示
范项目之一， 按融资方案由民
营资本联合体、 中国铁路总公
司、 浙江省交通集团和地方政
府共同出资建设， 项目公司股
权突出民营资本绝对控股地
位，占其中51%。
“该项目的成功落地，首次
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铁路建设
领域约束民营资本投资的‘玻
璃门’，确保民营企业能参与到
项目中， 标志着我国铁路投融
资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幸表
示，让民营资本在PPP项目中绝
对控股， 有助于充分发挥民营
企业体制机制灵活、 创新能力
强的优势。
根据杭绍台铁路项目实施
方案，项目合作期限34年，其中
建设期4年，运营期30年。合作
模式采用BOOT （建设-拥有运营-移交）方式，由项目公司
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和
维护，并拥有相关资产所有权，
合作期满后， 项目设施无偿移
交给政府。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