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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智能制造、服
饰， 这些都是株洲响当当的支
柱产业。而用不了多久，大数据
产业也将成为株洲产业发展的
新名片。3月25日， 在2019互联
网岳麓峰会大数据产业论坛召
开前夕， 记者来到位于株洲的
湖南云龙大数据产业园， 感受

大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势头。
当天上午， 在湖南华云数

据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工人
们正在蓝光机房里对存储设备
进行组装和调试， 首期存储容
量为164PB的蓝光机房，将在下
个月建成并投入运营。

按照规划， 这个总投资为

40亿元的湖南数据湖产业园项
目，将建设光磁一体200PB存储
示范湖、1500PB存储及200台
云计算节点数据湖以及全球第
四条“蓝光生产线”，致力于打
造湖南的数据“洞庭湖”。

1PB是什么概念？“1PB的
存储容量约等于100万部高清
电影。”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庆平
解释，通过“数据湖”整体解决
方案， 株洲市乃至湖南全省交
通运输、城管、政务、教育、住
建、 档案等行业的大数据将率
先导入“数据湖”，这除了为政
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存储
提供巨大支撑外， 还将挖掘大
数据价值、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服务产业升级。

王庆平透露， 公司携手多
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领
域知名厂商、研究机构、大专院
校等发起成立的湖南数据湖生
态联盟，将在4月初的岳麓峰会
期间正式启动。

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
局长张熠云表示，未来两年，株
洲将全力创造条件支持湖南云
龙大数据产业园打造湖南“数
据湖”，吸引全省各类大数据在
此存储，成为湖南、乃至中南部
地区重要的大数据储存中心。
同时， 将出台大数据产业扶持
政策，发展大数据全产业链。

■记者 潘显璇

柳枝行动帮创业者成长

2014年5月26日，省委、省
政府把握趋势， 授牌长沙高新
区“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聚集
区”，并相继出台《长沙市人民
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移动互联网
产业发展2014—2016年行动计
划》《湖南省关于鼓励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等扶
持性政策。

柳枝行动作为我省最大的
双创平台，自2015年启动以来，
以“孵化+投资”为核心，为符合
条件的移动互联网、军民融合、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经济领
域的早期创业项目提供20万元
专项财政资金扶持、 投融资对
接等服务， 帮助创业者加速成
长。

2017年， 长沙莫之比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CEO陈浩文辞职
创业， 从事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智能应用产品研发、 生产和销
售。2018年7月， 该公司入驻柳
枝行动， 柳枝行动为其对接了
ETCP、 千盟智能等客户资源，
并让公司完成千万元人民币A
轮融资。

目前， 长沙莫之比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唯一实
现79GHz毫米波雷达量产的企
业，其产品在汽车ADAS、无人
机避障、 智能停车场等多个领
域拥有广泛应用空间。

今年重点投资万物互联

柳枝行动麓谷高新创投总
经理胡湘勇介绍， 柳枝行动根
据互联网企业发展的特点制定
了相关计划， 加上国家政策的

扶持，对于很多有原创技术，有
科研领域成果的人和公司是一
个很大的机会，“柳枝行动作为
以资本投资为核心的孵化体
系，2019年将把集成电路、半导
体、 万物互联等纳入重点投资
方向。同时，将以‘天使投资+项
目加速+资源嫁接+孵化空间’
的模式， 为加速计划内项目提
供全链式服务体系， 打造一支
‘独角兽’企业梯队。”

截至2019年2月，柳枝行动
共筛选项目4354个， 成功孵化
项目474个，孵化项目创营收超
9.7亿元。三年来，柳枝行动共扶
持6000余名创业者， 对接省内
外200余家投资机构，帮助58个
项目获得融资， 融资额达3.9亿
元，其中，机械之家、影娱文化、
老来网、刚刚好、遛娃团等项目
均获得了千万元融资。

本报3月25日讯 今日， 省保
险行业协会纠纷投诉处理中心
4008012378保险咨询投诉热线开
通运营。

据了解， 保险咨询投诉热线
主要受理保险相关政策制度、法律
法规、行业规定、保险机构营业点
地址查询， 保险公司产品咨询，保
险合同纠纷咨询；以及保险消费者
或保险利益相关人在保险承保、理
赔或保全业务中与会员单位产生

争议所引发的投诉，保险公司或其
工作人员涉嫌违反行业自律规范、
销售行为管理、公司内控合规等方
面的投诉等。

热线服务时间为国家法定工
作日的9点到17点，服务方式有人
工座席服务；短信息服务，即系统
通过短信回复提供咨询答复、投诉
回复等服务；三方通话服务，即对
客户提出的问题提供三方通话功
能。 ■记者 潘显璇

我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营收达千亿规模 双创平台柳枝行动扶持6000余名创业者

移动互联网产业“第五城”：长沙
据省工信厅测算，去年我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营收达到千亿规模，悄然崛起的互

联网湘军，让长沙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后的移动互联网产业“第五城”。3月
21日，记者走进湖南湘江新区，探访互联网企业的成长故事。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周浩

展现新名片，株洲打造湖南“数据湖”
吸引全省各类大数据存储 助推智慧城市建设

我省保险纠纷有了专门投诉热线

本报3月25日讯 今日， 长沙
市住建局对房产网络信息发布平
台企业进行突击检查。 经查，58集
团旗下的58同城、安居客、赶集网
等三个平台均不同程度存在房源
信息把关不严的问题；北京搜房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旗下
具有房产发布功能的搜房网等平
台存在新房和二手房房源信息审
核把关不严的问题。

记者从长沙市住建局获悉，该
局从即日起至5月上旬开展房地产
市场专项执法行动，严查公租房被
转租经营等5大违法违规行为。

据悉，5大违法违规行为包括：
严查房地产中介机构通过报纸、广
播、电视、网站、新媒体等途径捏
造、散布房地产虚假信息和夸大宣
传诱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
行为。一经查实，责令限期改正，对
相关责任主体进行曝光惩戒，移交
相关职能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并记入信用档案。

严查公租房被转租经营违规

行为。凡发现改变公共租赁住房的
保障性住房性质、用途，以及配套设
施的规划用途的，由住房保障主管职
能部门按照国家住建部令第11号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和《长沙市
公共租赁住房后续管理实施细则》，
依法依规查处。构成犯罪的，移交相
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查房地产经纪机构代理销
售小产权房屋、销售禁止交易的房
屋、为交易不能交易的房屋提供便
利的行为。一经查实，责令限期改
正，对其行为进行媒体曝光，记入
信用档案，并依法对房地产经纪机
构及经纪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严查房地产市场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 根据行政执法职能实际，
适时协同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长沙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开展联
合执法查处。 长望浏宁四区（县、
市）参照此方案组织本辖区房地产
市场专项执法行动。

严查房地产市场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 ■记者 卜岚

长沙严查公租房被转租经营等行为
58集团旗下三平台房源信息把关不严

冬有乌镇，春有岳麓。近年来，湖南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智能互联，于斯为
盛”，岳麓峰会已成为湖南的一张亮丽名片，成为互联网人的重要节日。4月1日至3日，2019互联网岳麓峰会将在长沙举
办。届时，互联网行业大咖将齐聚湖南，聚焦行业前沿动态，共商行业发展大计。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岳麓峰会·春天的
邀约”专栏，与大家一起见证峰会的盛况，聆听嘉宾们的真知灼见，畅想湖南互联网产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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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走低 四大股指跌幅均逾1%。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