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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日讯 今天，2017
年湖南省第三届金秋购物消费节
闭幕。为期三个多月的消费节采取
了跨界融合、 线上线下联动的方
式， 共吸引54个企业全程参与，影
响全省消费者达6000多万人次，
覆盖全省房产、金融、汽车、家电、
商超、医疗、百货等行业。

据了解，闭幕式上，步步高集
团、大农科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湖南省分行等十家企业获得本届
金秋购物消费节“十大精准扶贫企
业”称号。同时，长沙市商务局、湘
潭市商务局、株洲市商务局、岳阳
市商务局、永州市商务局获得本届

金秋购物消费节最佳消费节承办
单位奖。

省商务厅副厅长肖彬认为，此
次由省商务厅牵头，各市州商务局
积极参与的消费节，组织了多种创
新创效活动，将优惠落到了实处。

他强调，明年还将继续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聚焦“发展
流通”和“促进消费”两大任务，扎
实推进商贸流通领域的供给侧改
革，着力做好“优商品、通商路、减
商负、立商信、扩消费”五篇文章，
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加快推进消费结构全面升
级。 ■记者 朱蓉

本报12月3日讯 12月2日21
时48分， 一架载有2.6吨东南亚海
鲜的货运包机抵达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 这是我省首架进境货运包
机，运载的鲜活水产品包括南美白
对虾、 草虾、 青蟹、 笋壳鱼等，共
2606公斤， 飞机从越南胡志明市
起飞，经3个小时抵长。这些鲜活水
产品经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现
场查验及抽样监测合格后，于当晚
快速放行，由进口商分销至消费市
场。当日，长沙至胡志明定期国际
全货机航线首航仪式在长沙举行，
这是湖南省开通的首条国际定期
全货机航线，标志着我省国际航空
货运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

包机直航
促冰鲜水产品进口

近年长沙机场口岸先后获批
进口冰鲜水产品、进口食用水生动
物指定口岸， 虽然市场消费需求
大，但因为没有货运航线，进口食
用水生动物、冰鲜水产品等只能采
取客机带货的方式，在客运高峰时
期，经常发生运能饱和而致进口计
划落空的情况，且客机的运载量无
法满足大量进口的需要。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介绍，今年1-11月，
长沙机场口岸共进口鲜活水生动
物19.8吨，数量远远无法满足省内
市场消费需求。“包机直航实现了
鲜活水产品的大批量直接进口，预
计进口将大幅增加。” 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局长杨杰说道。

据了解，目前该航线每周执行
2个包机航班， 春节前将加大进口
量， 每周执行4-6个包机航班。本
次包机航班的进口商为湖南环海
渔业有限公司，销售渠道主要为步
步高、家润多、卜蜂莲花、天虹、通
程等，“消费海鲜产品直接进口有
利于减少销售层级、 降低零售价
格。”企业反馈表示。

货物走出去
拉通“空中高速”网

长沙－胡志明市定期国际全
货机航线的开通，拉通了湖南省货
物走向世界的“空中高速”，也标志
着我省国际航空货运和临空经济
发展进入到新阶段。

杨杰表示，为支持长沙发展国
际货运航线、 服务鲜活水产品进
口，检验检疫部门将提供24小时预
约查验服务，确保海鲜产品抵达后
1小时内快速完成查验工作，同时，
对需要检测的产品， 压缩检测流
程，加快检测速度，保障合格海鲜
安全供应市场，并给予进口海鲜绿
色通道，做到随到随检、边检边放，
为运输和销售留出更多时间，全力
保障国际货运专线正常运行。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长沙
机场国际及地区通航点增加到39
个，基本形成了辐射东亚、东南亚、
南亚及中东地区，连接欧美、大洋
洲、非洲的国际航线网络。

■记者 杨田风 潘显璇
通讯员 林俊

本报12月3日讯 近日，2017
年中小企业可持续能源国际产能
合作峰会在长沙举行，肯尼亚、越
南、俄罗斯、尼泊尔、巴基斯坦、马
来西亚、 缅甸等多国政府和企业
参会， 旨在加速我国能源产业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贸合
作， 推动我国能源企业特别是湖
南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记者了解到， 峰会有多个项
目签约，包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四十八研究所、湖南零陵恒

远发电设备有限公司与越南基
础设施和交通投资建设股份公
司签订80KW太阳能项目， 金额
为7亿人民币； 长沙梅花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与肯尼亚以CKD形
式组装客车及新能源车每年产
1000台， 金额每年约5000万美
元；湖南省宏远经贸研究院与肯
尼亚共同建设中小企业服务协
调中心，打造中小企业国际合作
服务平台。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周阙忠

沥沥雨水中，模特们身着
云锦华服，撑着油纸伞随音乐
走过，仿佛一幅画卷，又有着
浓浓的诗意。在近日于千岛湖
召开的首届中国纺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大会上，这场非遗服
饰秀引发人们关注。

精美服装的背后既有传
承千年的技艺与情怀，又有产
业发展视角与空间。伴随着非
遗传承方式的创新，产业外延
也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传统
技艺走出“博物馆”，开辟出产
业发展的新天地。

千年技艺的重“新”相遇

要将千年技艺薪火相传，
核心是融入现代生活，在于一
个“新”字。随着技术、模式和
方法的创新，非遗正在“旧貌
换新颜”，与人们重“新”相遇。

共享经济就为非遗贴上
了时尚的标签。打造图案数据
库，成立互联网平台，聚手艺
人、制造者、设计师于其中，依
文中国手工坊不仅为数千名
绣娘作品在全球舞台上寻找
“伯乐”， 也让非遗产品变为
“新时尚”。目前，中国手工坊
已与上百家企业合作，非遗绣
艺也包含服装、家纺、书本、钱
包等产品，有的甚至作为元素
吸纳进壁纸、地毯甚至品牌标
识中，进行二次开发和创造。

剪纸、 篆刻、 青瓷烧制
……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因
共享经济找到传承发展的“突
破口”。

国内奢侈品服务平台寺
库创始人李日学说， 目前有
600余个拥有非遗技艺的原
创设计品牌与寺库合作，通过
设计、包装、渠道等协同制造，

提升附加值。
概念的注入也为非遗赢

得更多年轻粉丝。“我们正用
年轻人的视角重新定义丝
绸。” 杭州万事利集团董事长
李建华说，万事利将丝绸化为
载体和内容平台，变“卖产品”
为“做文化”， 毛利率超过
50%。“不久前与网游公司合
作， 通过丝绸展示游戏场景，
500条丝巾半秒钟销售完毕，
这在过去难以想象。”他说。

体验经济也是不少企业
的选择。传统手工体验旅游正
在兴起，让非遗产品不仅成为
人们眼中“看得见的风景”，更
是“带得走的情怀”。

“产品越接地气， 市场越
会做大， 企业也将不断加入，
人们对非遗就有更多的共
鸣。” 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陈通
说，创新让非遗传承进入良性
循环。

“美丽经济”
彰显“加法”逻辑

非遗传承不仅是值得尊
重的事业，更是“美丽经济”。
用好创新法宝，重解“供需”方
程，就能带来“1+1>2”的效
果。

专家认为，不论是搭建多
元化产品体系，还是改变商业
模式， 无一不将“保护链”与
“产业链”衔接，探索“加法”逻
辑。

首先是“＋生活”。“传统
手工的核心就是个性化制作，
代表着精品和匠心的非遗就
是消费升级的诠释。” 对外经
贸大学教授张梦霞认为，随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
提升，个性化产品和服务迎来

风口期， 非遗要抓住机遇，成
为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是“＋科技”。非遗的
传承引发年轻人关注，科技元
素必不可少。通过在产品中引
入虚拟现实等方式，越来越多
的设计师和制造商借助科技
做好非遗产品，讲好“非遗故
事”。“寺库也将非遗品牌提炼
概念或文化标识，通过社交媒
体争取年轻粉丝。”李日学说。

如果说对需求端的争取
是扩大影响力，那么对供给侧
的传承则为了留有“源头活
水”。 非遗项目很多存在于少
数民族地区，和扶贫“做加法”
也带来了经济效应。国家级非
遗蓝印花布代表性传承人吴
元新认为，建立“以手艺带农
户、以农户带农村、以农村带
基地、以基地带销售”的经营
模式，可让非遗传承获取脱贫
动力。

归根结底是“＋文化”。工
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
敏说，非遗中积淀的文化内涵
是产业发展的潜力所在。“所
有的制造、品牌、模式，归根结
底都是文化传递。做好文化加
法，非遗保护和产业发展将迎
来双赢。”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
会长孙淮滨认为，对于非遗保
护传承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
虽然市场空间广阔，也存在不
少挑战，需要在实践中化解。

留住手艺人，是摆在现实
面前的最大难题。要有商业驱
动， 要让匠人们有获得感。吴
元新说，如何平衡个性化生产
与大规模市场需求，找到更多
生产模式和商业出口，需要政
府、企业家、非遗传承人不断
思考和尝试。 ■据新华社

变“卖产品”为“做文化”，非遗技艺找到传承发展“突破口”

非遗走出“博物馆”，加来“新”经济

长沙至越南胡志明市定期国际全货机航线开通，拉通我省货物走向世界的“空中高速”

3小时！2.6吨东南亚海鲜“飞的”抵湘

从越南胡志明市飞抵长沙的货运包机迅速通过检验检疫部门现场查验。 通讯员 供图

消费连线

湖南省第三届购物消费节落幕
3个月生成6000万人次消费“大数据”

中小企业长沙共商国际产能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