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 市民
在参观漫游湘军成果
体验馆。本届“湖湘动
漫月” 系列活动由省
委宣传部、 省文化和
旅游厅共同主办，以
“产业新生态、漫创新
生活”为主题，开展多
项主题鲜明、 形式各
异的活动。
记者 田超龙文泱摄

9月7日，由中国作协主办、中国
金融作协协办、 中国金融工会湖南
工作委员会和湖南金融作协具体承
办的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
公益大讲堂暨优秀文学作品诵读走
进湖南金融系统活动在中国银行湖
南省分行成功举办。

“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
堂是中国作协自2016年以来举办
的重要活动之一， 旨在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向社会大众传播优秀作家作
品，引导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讲好中国故事，凝聚中国力量，让文
学更好地服务社会与人民， 照亮生
活与人心。 所到之处， 无不备受欢
迎，在当地掀起一股爱文学、讲文学
的热潮。

本次活动由中国金融作协主席
阎雪君主持， 邀请中国作协主席团
委员、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作为主
讲嘉宾。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湖南
省作协主席王跃文， 中国金融工会
湖南工作委员会田本全主任出席并
致辞； 中国作协创联部荣杰处长出
席活动并作指导； 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副行长任晨，中国作协会员、湖
南金融文联常务副主席胡玉明，中
国作协会员、 湖南金融作协主席胡
小平， 中国金融工会湖南工作委员
会专职副主任罗富宏等出席活动。

会上，阿来结合创作新作《云中
记》的缘起，分享了自己对文学作品
如何认识和表现死亡、 如何解构人
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 并就有关创
作问题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来
自湖南省各地的湖南金融作协会员
及其他行业的作家、 文学爱好者
200多人参加了活动。

阎雪君表示，中国作协“文学照
亮生活” 全民公益大讲堂在金融系
统举办， 充分说明了中国作协对金
融文学的高度重视、 对中国金融作
协工作的大力支持， 而把首场活动
放在湖南， 则是因为中国金融作协
认为湖南的金融文学起步早、 成就
大，非常值得肯定。 ■经济信息

电商平台的大数据，
是反映消费潜力的“晴雨
表”之一。近日记者调研部
分电商平台数据发现，三
四线城市消费潜力不断释
放， 中国内需的强劲和韧
性可见一斑。

拼多多选择了平台上
70个三线城市、90个四线
城市， 盘点了2019年1月1
日-7月20日半年多的消费
数据。数据显示，三四线城
市消费者显示出更旺盛的
购买需求， 正成为拉动消
费经济的新增引擎， 呈现
出“量价”双增长。

从订单量增速上看，
三四线城市的增速远高于
平均值。2019年1月1日至7
月20日， 拼多多用户平均
订单量达18.9笔，较去年同
期增长37%。在此带动下，
2019年上半年， 拼多多平
台三四线城市订单总量同
比增长98%， 是全国快递
业务量同期增速的3.8倍。

湖南省娄底市商务粮
食局副局长易加玉告诉记
者， 三四线城市特别是农
村， 消费市场大有潜力可
挖。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上
大量食品、 生产生活小工
具等， 改变了农村的消费
观念和消费习惯； 尤其是
一些日用消耗品比超市售
价便宜，降低了消费成本。

从客单价上看，三四线

城市也明显上涨。 上半年，
拼多多三四线城市用户平
均客单价上涨15%。在用户
规模、订单量、平均客单价
齐头并进的综合作用下，三
四线城市用户交易额同比
增长135%。 从购买的品类
看，智能家电、厨卫生活电
器、家装、数码等商品销售
强势增长，同比增速均超过
160%。通过拼多多平台，大
量三四线城市用户首次购
置了扫地机器人、 面包机、
投影仪等商品。

智能手机和农村电商
的普及， 打通了消费品下
行的渠道， 释放了存量的
消费需求。 拼多多首席执
行官黄峥说， 近年来低价
智能手机普及， 快速让三
到六线用户上了网， 农村
互联网的渗透率提升，以
及微信支付解决了三线以
下城市的支付问题，让“快
递到村” 迅速扩展了电商
消费可以覆盖的区域。

另一方面， 电商平台
还在不断打通农产品上行
的通道， 实现农户和用户
的大规模精准匹配， 挖掘
了增量的消费潜力。拼多多
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
拼多多年度活跃商家约
360万，2018年新增近160
万，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三四
线城市， 成为供给侧的主
要增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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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沙2019第五届湖
湘动漫月暨长沙（国际）动漫游戏
嘉年华活动” 首次选择在华谊兄
弟（长沙）电影小镇这样的旅游景
点举办动漫游戏节庆展会活动，
是推动动漫旅游融合发展的一次
新尝试。

本届湖湘动漫月活动通过结
合华谊兄弟（长沙）电影小镇旅游
景区现有的内容融入动漫文化元
素， 以游戏互动激活景区体验活
力，以AR、VR数字技术进行场景
呈现， 深度挖掘景区景点文化内
涵，推进动漫、游戏、旅游的融合，
为景区创造更多数字文化体验消
费内容。

本届湖湘动漫月活动丰富，
以“1+15+10模式”吸人眼球。活
动内容包括1个嘉年华展会：即长

沙（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展会现
场设置了国际标准展位约700个，面
积近80000平方米；五场行业高端论
坛分别是中国·长沙首届动漫游戏
产业分享会、 中外动漫游戏品牌合
作对接会、 动漫游戏创新建设发展
论坛、 动漫＋烟花及非遗产业合作
对接会、 中外动漫游戏企业商务洽
谈专场； 六场动漫游戏比赛分别是
第五届“竞游潇湘”电子竞技联盟大
赛、第五人格城市挑战赛长沙站、西
部WJ全国二次元大赛湖南赛区、宅
舞大赛、国风歌曲大赛、第四届动漫
亲子创新大赛； 两个产业人才交流
会：即动漫游戏人才引进交流会、湘
企人才考察行； 还有第三届红橘子
动漫舞台剧巡演、 动漫游戏名家见
面会， 最后还包括第五届常德夏日
动漫盛典等10场市州分展会。

9月10日上午，“湖南省工会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劳动者港
湾” 授牌仪式在湖南建行芙蓉支
行举行。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
员傅筝在仪式上表示， 为切实解
决户外劳动者“喝水难、休息难、
如厕难”等现实问题，近年来，以
湖南建行为代表的爱心企业通过
“劳动者港湾”项目，开放网点资
源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服务， 起到
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她希望
更多的金融单位、爱心企业、临街
门店参与到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建设中来， 共同为关心关爱户外
劳动者贡献力量。

湖南建行副行长文志军介
绍，今后，该行将不断丰富“劳
动者港湾”服务内涵，优化公共
服务，服务“双创”客群。同时，

广泛开展夏日“送清凉”、雪天“送
温暖”、“重阳节最美夕阳红”等特
色温情活动，对接教育培训、政务
服务、农民工服务等行内外资源，
使“劳动者港湾”惠及更多的社会
公众。

据了解，2016年以来， 全省各
级工会扎实推进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点建设，截至目前，全省已建立各类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1600余个，涌
现了“爱心驿站”“建宁驿站”“工惠
驿家”等一批站点品牌，此次与建设
银行合作共建“劳动者港湾”，将进
一步扩大站点服务范围， 提升站点
服务效能。 目前， 湖南建行已开放
“劳动者港湾”539个，线下累计服务
客户约350万人次，线上“劳动者港
湾”APP用户超过15.4万个。

■通讯员 赵芹 经济信息

省总工会为建行授牌
户外劳动者有了更多歇脚地

一场以“产业新生态、漫创新生活”为主题的“中国·长
沙2019第五届湖湘动漫月暨长沙（国际）动漫游戏嘉年华
活动”于9月10日在华谊兄弟（长沙）电影小镇正式启动。

据介绍，湖湘动漫月活动已连续举办四届，每届参展
或参加交流的国内外动漫游戏机构和企业达300多家。我
省动漫游戏产业在产业规模、作品质量、品牌建设、跨界融
合、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等领域均取得新成绩，上半年全省
动漫游戏及相关业务总产值达160亿元。

■记者 吴岱霞 通讯员 胡冰

中国作协全民公益大讲堂
走进湖南省金融系统

拼多多大数据“剧透”
三四线城市消费量价双增

据了解，本届“湖湘动漫月”
系列活动和展会邀请了包括原创
动漫、衍生品、动漫影视、动漫出
版、动漫餐饮、动漫教育、动漫科
技、VRAR、 新媒体播出平台、移
动互联网、园区等领域在内，超过
1000家全国知名企业参展参会，
其中包括了韩国等国外知名动漫
企业和机构， 北上广深以及杭州
等国内30个省市知名动漫企业和
机构， 以及湖南本土优质原创动

漫、 游戏及相关企业。 通过系列活
动， 为企业与国内外行业巨头合作
创造良好机会， 预计将达成150余
项授权项目签约。

上半年，全省3396家规模以上文
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56.72亿元；我
省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势头喜人，在产
业规模、作品质量、品牌建设、跨界融
合、对外合作、人才培养等领域均取得
了新的成绩，上半年全省动漫游戏及
相关业务总产值达160亿元。

景点办展会，尝试动漫旅游融合发展

上半年全省动漫游戏总产值达160亿元成绩

创新

中国·长沙2019第五届湖湘动漫月启动，打出文旅跨界合作第一张牌

动漫展+景点，游戏盛宴邀你嗨翻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