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

2017.9.22��星期五 编辑 熊佩凤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迎 校对 汤吉A05 要闻·民生

边品咖啡边看书
“放不下”就“买回家”

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
变，传统书店纷纷升级换代，朝
着休闲、 文创等多功能方向发
展， 与长沙一众新兴购物中心
寻求文艺、文化、休闲的品味不
谋而合， 给闲暇之际想读书的
消费者除图书馆、 咖啡馆以外
的第三选择。

“咖啡的品质与价格跟品牌
连锁店无异， 但气氛却舒服很
多。”宁彬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除了闲暇的周末会专程去“虚度
时间”，在陪妻子逛街时，这里也
成了他消磨时间的好去处。

海信广场、 运达中央广场
的弘道书店， 梅溪新天地的梅
溪书院、金茂览秀城，通程喜乐
汇的我们……说起长沙近两年
来新开的文艺范儿书店， 宁彬
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在一年多
的时间里，他几乎探了个遍。

宁彬回忆， 他与开在商场
里的书店的第一次约会， 便是
在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的梅溪书
院，“当时书院开业不到一周，
在很多朋友的微信朋友圈里看
到晒图，就一直想去看看新奇。”

在他的朋友圈里， 记者看
到，2016年9月4日， 宁彬记录
了自己第一次前往梅溪书院
“探店”的经历。尽管过去已经
数年未在实体店购书， 但这次
他仍花了86.9元买了3本书。同
时，他还发表了“慕名而来，当

大家的消费能力有了长足的进
步，体验经济、场景消费以及人
自我满足的心理一定会抬头”
的感慨。

“过去买书都是趁电商平台
搞优惠活动时买，但在这些场景
化的书店里， 真切地看到这些
书，喝着咖啡试读后，更会让人
有想带回家的冲动。”宁彬说。

商场加书店
团建的优选选择

据弘道文化第三代书店事
业部项目总监舒艳介绍， 早在
多年以前， 弘道书店就曾在阿
波罗商业广场设点经营， 可算
得上是湖南最早尝试在商场开
店的连锁书店。不过，或许是经
营模式尚未成熟， 在经营一段
时间后，还是撤离了。

而如今的“商场+书店”，与
彼时则不可能同日而语。 宁彬
说， 书店早已不是单纯卖书的

地方，从功能性上来说，更加满
足现代工作和休闲的社交化需
求。

为了聚拢人气，打响品牌，
新一代的书商们邀请作者到店
进行新书分享成了常态。日前，
在梅溪书院开业一周年时发布
的数据就显示，自去年9月开业
以来，梅溪书院共计邀请了200
多位作者到店，举办近200场文
化活动， 创下了2至3天一场活
动的高频次。而在弘道、西西佛
等书店内， 也几乎每周末都能
看到不同文化交流活动的举
办。

也正是因为更宽松舒适的
环境和氛围，宁彬说，曾几次邀
请部门同事共同到书店探讨工
作，进行团建。

在过去， 长沙消费者对在
星巴克进行头脑风暴的小团队
习以为常， 但未来， 到商场读
书，到书店团建，或许将成为一
种新的潮流。 ■记者 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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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咖啡一本书，“放不下”就买回家
未来，到商场读书、到书店“团建”或成新潮流

【人物介绍】
宁彬：长沙人，在一家大型民企从事办公室

行政工作，是个闲暇时间喜欢喝点咖啡、看看书
的文艺青年。过去，他大多在书房里闷着看，自从
越来越多的书店开进了停车方便的购物中心，这
里也便成了他周末的一个好去处。

在传统零售逆袭电商的“排位战”中，升级版的书店成了
购物中心的一大法宝。在长沙，几乎所有年轻的购物中心内，
均为书店留下了一席之地。

据记者了解，近一年内开放的购物中心，如运达中央广
场、金茂览秀城、通程喜乐汇等，均不约而同地配备了集休
闲、饮品于一身的升级版书店，而在另一些即将开业的商业
项目中，书店也成为其积极接洽的重要招商内容之一。

随着“文艺三宝”的相继成型，书店的存在让长沙的传统
零售越发透露出一些文化气质来。

本报9月21日讯 一方面积
极为企业创业提供担保贷款，促
进更多企业创业带动就业； 一方
面通过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降低
企业成本促进企业发展， 从而稳
定职工就业，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
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多措并举
促企业发展， 带动更多人实现就
业，取得积极成效。

3年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73.47亿元

创业担保贷款是推进创业带
动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近年来，
我省创业担保贷款工作保持了平
稳推进。截至7月底，今年我省已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57亿元，直
接扶持1.35万人创业。3年来，我
省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3.47亿
元，直接扶持了7.38万人创业。

据了解， 个人创业贷款10万
元， 政府贴息一年约7000多元，
可以带动3.7人就业，优惠政策让
群众享受了创业“甜头”。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周光明介
绍， 为了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带
动就业，加强创业担保贷款管理，
最近我省出台的《湖南省创业担
保贷款实施办法》，在支持创业就
业方面有了更多亮点。

首先， 扩大了政策覆盖范围。
享受人员从之前的5类人员扩大到
9类人员， 既覆盖了高校毕业生、
返乡创业农民工这些创新创业的
主力军， 又囊括了化解过剩产能
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这些新形势下
就业工作重点群体，还将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转
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这些就
业援助对象纳入扶持范围，基本涵
盖了在湘所有城乡劳动者。

其次， 放宽了贷款额度与期
限。个人创业贷款额度由之前的5
万元调整到10万元，贷款期限也
从2年延长至3年。

另外，优化了经办流程。有条
件的地区，申请人可直接到创业地
所在区县级及以上担保机构提出
申请，简化了流程，提高了效率。

同时，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全
省使用统一的信息系统经办创业
担保贷款业务，实现精准管理。同
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定期互通
汇总各部门数据， 确保各部门数
据来源一致、口径一致。

3次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为企业减负15亿元

2015年至今， 我省连续3次
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为企业降低
成本约15亿元。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周光明介
绍， 为发挥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
业、促进就业的功能，我省还出台
了一系列稳定就业的政策措施。

对参保单位实施稳岗政策。
对实施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
淘汰落后产能三类企业， 按照不
超过该企业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总额的50%给予稳岗补
贴；对其他用人单位，按照不超过
该单位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
费总额的40%给予稳岗补贴。近3
年共对7387户参保单位发放稳
岗补贴7亿元， 惠及职工169万
人。 通过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
业发放稳岗补贴， 从源头上稳定
了就业。

针对参保职工实施技能提升
补贴政策。今年8月，省就业服务
局联合省财政厅出台了我省参保
职工技能提升补贴实施办法，目
前正在指导各地推进实施。 根据
该办法， 全省符合条件的参保职
工均可申领1000-2000元不等的
技能提升补贴。 通过实施技能提
升补贴， 引导参保职工提升职业
技能水平和职业转换能力， 从而
实现稳定就业、减少失业。

同时， 完善失业动态监测机
制。 将全省失业动态监测企业由
633家增加到1300家， 监测岗位
由55万个增加到114万个。 通过
对失业动态监测数据的比较、分
析， 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就业失
业形势及变化趋势， 为各级政府
和相关部门科学判断就业失业形
势提供依据。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陈尽美 龚颖

74亿元担保贷款扶持7万多人创业
创业担保贷款新办法涵盖所有城乡劳动者 3年发放稳岗补贴7亿元，惠及169万职工

本报9月21日讯 长沙市交
警支队今天发布公告， 为确保新
建许龙路（岳麓大道南辅道-乾
扶塘路）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从
今年9月25日零时起至2018年7

月24日24时止，该路段双向禁止
车辆、行人通行。原行经该路段的
车辆和行人绕道岳麓大道、 黄桥
大道、望雷大道等道路通行。

■记者 虢灿

长沙许龙路部分路段交通管制

本报9月21日讯 从22日开
始，随着天气转好，气温将迅速回
升，最高气温将升至35℃以上。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湘
北、湘南多阵性降水，气温前升后
降。22日气温回升，湘西北、湘东
南多云， 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
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23
日湘西北、湘东南多阵性降水。预

计25日前后， 省内最高温将升至
35℃左右。

专家提醒，白露节气后，天气
冷暖多变， 特别是早晚更添几分
凉意， 容易诱发伤风感冒或导致
旧病复发。此时要避免鼻腔疾病、
哮喘病和支气管病的发生， 市民
要加强身体锻炼，饮食注意养肺。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谭萍

今起气温回升，最高可达35℃

传统零售越来越“有文化”

升级版书店纷纷开进购物中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