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4日， 株洲市公安局党
委成员、副局长傅晓峰与人保财
险株洲市分公司党委书记陈敏
共同为“人保交通管理服务站”揭
牌，标志着“警保联动”合作下的
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工作在株
洲市正式落地。

在“人保交通管理服务站”，
广大市民可以在办理保险业务
的同时，一站式完成车辆违法查
询与处理。人保财险公司理赔系
统已与交管部门道路交通事故
互联网在线快速处理系统（简称

“交管12123”App）、湖南公安服
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的系统对接，
实现“编组巡逻、远程定责、线上
理赔”，打通了交通事故快撤直赔
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实现了免
预约、免排队、免奔波，做到交通
事故的一站式处理。

据悉，“人保交通管理服务站”
启动后，人保财险营业网点代办公
安交通管理业务将涉及互联网用
户注册、 变更以及违法自助处理，
机动车六年免检标志发放、驾驶人
联系方式变更等业务。 经济信息

株洲人保交通管理服务站启动

法国签证（长沙）
受理中心搬迁新址

本报5月15日讯 想去法国
出境游的湖南人要注意了， 法国
签证（长沙）受理中心已经搬迁新
址。今日上午，法国签证（长沙）受
理中心“长沙荣协”在长沙通程酒
店举行了开业典礼， 今后想去法
国、匈牙利、荷兰等国家的湖南人
都可以在这里办理签证。

据了解， 近年来签证类型的
申请也在发生变化， 团队签证的
申请更多地转为个人签证或者微
型团组签证。 长沙荣协签证受理
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市民在办理
签证前先要到网上注册预约、准
备材料， 按照预约时间到签证中
心后先在前台进行登记、 再去柜
台递交申请材料、缴费，最后进行
指纹录制后就可以了。“法国的签
证在十个自然日左右就可以领
取，匈牙利、荷兰的签证需十个工
作日。”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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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上升影响甚
微， 机构建议关注

“避风港”
外部环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直接影响到A股的走势， 上证指
数已经陆续跌破 3000点 、2900
点，资金正在纷纷寻找“避风港”。
兴业证券徐佳熹分析， 医药作为
以内需为主的行业， 产业链相对
较短，需求具有刚性，供给端也受
到各类行业准入条件的限制，因
此受经济周期波动和宏观外部环
境变化的影响都较小。 考虑到中
美两国在医药领域的贸易互补性
极强， 双方在这一领域激烈交锋
的概率不高。

记者在美团上搜索发现，目
前长沙市区的儿童理发店只有
十余家，竞争并不激烈。

罗玉林告诉记者， 儿童理发
师关系门店的存亡，而儿童理发
师难招却是行业的通病，这也是
制约行业发展壮大的最大瓶颈。

他也提到， 儿童理发师没有成人
理发店普遍存在的办理会员、烫
染等各种推销任务， 压力要小很
多，但薪资并不低。在彭高看来，
开办专门的儿童理发师培训学
校， 或许将是解决儿童理发师稀
缺的一个办法。

瞄准宝贝经济，儿童理发店圈地大卖场
调查：单次六七十元，仍受家长青睐 分析：看好潜力掘金细分市场

五彩缤纷的墙壁，汽车型座椅，播放着动画片的电
视，随处可见的玩具……这不是儿童游乐场，而是儿童
理发店。三湘都市报记者发现，这种好看又好玩的儿童
理发店开始在长沙各大购物中心兴起， 尽管单次价格
六七十元，却备受家长们青睐，一到周
末都会爆满。 ■记者 潘显璇

本报5月15日讯 今天，一
场象征媒体与教育深度融合的
“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研学实
践教育全国合作伙伴签约大
会” 在新湖南大厦举行，100多
位来自全国、全省的媒体、教育
界领导专家、研学行业精英，共
聚湖南日报党媒大旗下，为“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而携手迈进，踏歌而行。现
场， 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
与48家省际研学引流合作、省
内区域代理、 基地合作及执行
合作方达成签约合作。

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社
务委员、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龚定名在会上表示：锦
绣潇湘推行研学实践教育大有
可为，湖南作为旅游大省，资源
丰富。 作为教育大省， 实力雄
厚。崇文重教，是湖南人的情之
所系和优良传统。 将旅游与教
育结合， 推行研学实践教育活
动，既是省委省政府大政所向，
也是7600万湖南人市场所需，
必然大有可为。

在此背景下， 湖南日报社
已深度试水研学实践教育，成
立了全域旅游中心研学旅行项
目部， 以构建全省研学实践教
育综合服务平台为蓝图， 立足
全域旅游大格局。目前，研学项

目部已组织了130余场研学实
践教育活动， 服务潇湘学子
65000多人，减免特、贫困生近
1000人， 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
故，受到了学生、家长、老师、学
校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湖南日报社还正在筹建魔
尔基地，投资高达5500万元，现
已动工。魔尔基地是以总部经济
为核心，以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课外实践为主，中小学教师
国家(省）级培训为辅的，具备职
业体验、文创动漫体验、法治实
践体验等多种体验形态结合的
综合性文化创意教育实践体验
基地，它将为湖南青少年带来沉
浸式研学实践教育体验。

在全域旅游中心的号召影
响之下， 湖南众多名家大咖也
纷纷援手， 助阵湖南研学实践
教育创新发展。 签约大会上，由
全域旅游中心自主研发的《名家
教你写作文》研学夏令营课程吸
睛无数。 产品拟邀请王跃文、龚
旭东、阎真、魏剑美、何不为五位
湖湘名作家开设大师班，广邀全
国学子来长当“大师门徒”。湖南
省作协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龚旭东代表名家大师率
先亮相， 并宣布出任湖南日报
社全域旅游研学实践教育特约
专家。 ■记者 刘镇东

5月7日，长
沙一家儿童理
发店，一位小朋
友正在理发。

潘显璇 摄

湖南日报社全域旅游中心签约48家合作伙伴，共话研学实践

筹建魔尔基地试水多重沉浸式体验

【现象】 儿童理发店受家长追捧

5月13日中午， 在万家丽广
场5楼的快乐辛巴儿童美发造型
店， 市民陈女士正带着三岁的儿
子在这里理发。 只见围着理发围
布的小朋友坐在小汽车造型的座
椅上看动画片， 理发师则在旁为
其理发。

记者走访发现， 在长沙的奥克
斯广场、 泊富广场等多个大型购物
中心，都出现了专门的儿童理发店，
装修非常讨小朋友喜欢， 墙上绘满
了各种卡通形象， 理发座椅是可以
唱歌和闪烁的小汽车造型， 电视机

永远在播放动画片，有各种玩具，理
发师还能随手“变”出糖果。

这些门店单次理发的价格多
为六七十元， 充值500-800元不
等可以办理会员卡，大多为50元
左右/次。尽管价格不便宜，不过
一到周末， 门店都会排长队。“正
是因为周末人多需要排队， 儿童
理发店才会争相将门店开在大型
购物中心。 因为家长们在预约取
号后，可带着孩子在商场里玩，比
较方便。”快乐辛巴儿童美发造型
品牌创始人彭高解释。

【分析】看好潜力掘金细分市场

有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
示， 中国儿童消费市场规模已接
近4.5万亿元。儿童理发作为儿童
服务的细分领域， 近年来越来越
受到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早年我带孩子去成人理发店
剃胎头，结果理发店的服务让我很
不愉快。从国企辞职后，就决定创
办一家儿童理发店。”彭高说，2015
年他在长沙创办了第一家快乐辛

巴儿童美发造型店，如今连锁门店
数量已经增至7家。

“在很多成人理发店， 孩子会
哭闹和不配合，再加上越来越多的
家长重视孩子形象，专业儿童理发
机构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家长们的
需求。”长沙Hello宝贝儿童美发造
型品牌联合创始人罗玉林从成人
美发转型儿童美发，看好的正是这
一细分市场的巨大需求。

【探索】 理发师成为行业发展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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