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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9 月 1 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茜）今天，2022 互联网岳麓峰会“湘约新

宇宙，共创新时代”元宇宙专场论坛在长

沙举办。

作为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长沙在元

宇宙方向已积累底层技术和生态应用多

方面的优势，汇聚了万兴科技、草花互动、

芒果超媒、安克创新、景嘉微和蓝思科技

等涉足元宇宙的代表性企业。《2022 胡润

中国元宇宙潜力企业榜》显示，元宇宙领

域最具发展潜力中国企业 200 强中，长沙

上榜企业数量位居中部第一。

记者从论坛上获悉，湖南湘江新区元

宇宙产业政策将于近期正式对外发布。该

政策将围绕打造元宇宙生态引领区，促进

元宇宙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 10 家具有

行业影响力的头部企业、100 家新兴领域

创新型企业，到 2025 年，湖南湘江新区元

宇宙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

论坛上，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元

宇宙三十人论坛学术与技术委员会副主

席滕泰，易股天下集团董事长、华建函数

资本 CEO 易欢欢，万兴科技董事长吴太

兵等产学研领军人物，发表主旨演讲。

万兴科技、风语筑、草花互动、中南

大学计算机学院、映宇宙、芒果幻视、天

河国云、引力波，以及来自全国的重点科

技企业代表，共同成立元宇宙创作者生

态联盟，将从业务联合创新、人才引进培

育、创业赋能、优秀创作者扶持等方面，

助力更多创作者在新的时代浪潮中共享

共创。

湖南日报 9 月 1 日讯（全媒体记者

王晗）今天，作为 2022 互联网岳麓峰会专

场活动之一，2022 中国（长沙）哪吒创新发

展大会在湖南湘江新区举行，国内知名新

经 济 智 库 长 城 战 略 咨 询 现 场 发 布《中 国

“哪吒企业”发展报告（2022）》。2021 年，全

国新增“哪吒企业”210 家，墨茉点心局、零

食很忙、中科星城 3 家长沙企业新晋上榜。

至此，长沙已累计诞生“哪吒企业”12 家，

其中 7 家在湘江新区。

继“瞪羚”“独角兽”之后，“哪吒企业”

成为我国新经济时代下涌现出的新物种，

它代指成立时间不超过 3 年，并获得 1 亿

元以上融资的新经济新物种企业，具有成

立时间短、成长起点高、赛道领域新、场景

创新强等特征。

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

国共有“哪吒企业”323 家，分布于 40 个城

市，其中 210 家新晋上榜；主要分布在创新

药与器械、集成电路、数字医疗、新能源与

智能汽车等 35 个赛道，并新开辟了绿色生

活、智能养生等 8 个新赛道。2021 年，“哪吒

企业”A 轮(含)前累计融资额近 890 亿元，

其中京东健康、滴滴货运和智己汽车 3 家

企业融资超百亿元。

“作为网红城市，长沙创新创业氛围非

常活跃，年轻人更有破局的魄力，这也是我

们选择在长沙发布第二次‘哪吒企业’发展

报告的原因之一。”长城战略咨询董事长王

德禄认为，在当前大环境下，“哪吒企业”群

体作为高成长企业的代表，依然得到了长足

发展，体现了新经济的韧性，未来长研发周

期、高技术门槛、高资本投入的行业领域将

涌现出更多优秀的“哪吒企业”。

2022中国“哪吒企业”发展报告长沙发布
墨茉点心局、零食很忙、中科星城新晋上榜，长沙

累计诞生“哪吒企业”12家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晗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2022 互联网岳麓峰会在

长沙举行，互联网行业再度进入“长沙时间”。

九载芳华，岳麓峰会自岳麓书院启程，在高朋

满座共襄盛举、专家大咖坐而论道、签约合作携手

共赢中历“九”弥新，不断引发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惊

喜和惊叹。

传统文化中，“九”被视为吉祥、长久的“至数”。

经“九”不息，继往开来，2022 年岳麓峰会再次彰显

强大的生命力，带来全新“峰”味。

《岳麓宣言》，见证“甜蜜”牵手

与前几届峰会相比，今年岳麓峰会开幕式上，

有着不一样的“峰”味。首次发布的《岳麓宣言》，旗

帜鲜明地表达湖南、长沙发展数字经济的坚定决

心；同时也是首次在开幕式上现场签约项目，24 个

重大项目签约，总投资达 833.1 亿元。

在 8 月 31 日下午的“科技创新，引领数字未来”

专场论坛上，拓维信息联合旗下开鸿智谷公司，发

布基于 OpenHarmony（开源鸿蒙）技术的“在鸿”操

作系统品牌，这也是继 2021 岳麓峰会上推出“兆瀚”

国产智能计算品牌后，峰会诞生的又一“力作”。如

今的岳麓峰会，已成为携手共赢的大舞台。

时间回溯到 9 年前。在一场座谈会上，祖籍湘潭

的 IDG 资本创始人熊晓鸽，在为振兴家乡献计献策

时谈道，湖南应该打造“移动湘军”。自此，湖南拉开

了移动互联网产业合作共赢、快速发展的大幕。

每届岳麓峰会，主题鲜明，总能触摸到互联网

发展的最前沿，创造合作契机。

2014 年峰会主题“指尖世界，成就梦想”，瞄准

的是智能手机迅速普及的巨大潜力；2015 年到 2019

年，岳麓峰会连续 5 年聚焦移动互联与人工智能；

2020 年，峰会聚焦“数字新经济，云开看未来”，“数

字经济”首坐 C 位；2021 年峰会提出“智链新百年，

云聚新高地”，彰显了湖南打造移动互联网产业链

的决心与意志。

岳麓峰会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已呈燎原之

势。

2014 年，湖南相继出台鼓励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的政策。省级层面设置 100 亿元“湖南移动互联网

产业基金”，推出“柳枝行动”专项扶持政策；市级层

面设置 2 亿元长沙移动生活天使投资基金；园区层

面连续 5 年，每年划拨 1 亿元作为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等。省、市及相关园区多级互联网产

业发展专项配套政策密集出台，其前瞻思维、扶持

力度和政策含金量都居全国前列，湖南、长沙成为

发展互联网产业的政策“洼地”。

9 年来，湖南移动互联网产业连续 8 年保持 20%

以上的高速增长；2021 年，全省数字经济总量已突

破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连续 4 年保持两位数

增长；长沙在 2021 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中居第 12

位，跻身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

敢为人先，探索未知领域

岳麓峰会的“峰”味，少不了把脉未来、掌握风

向“酷”的味道。

本届峰会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举行，围绕

先进计算、数字经济、元宇宙等主题，举行“科技创

新，引领数字未来”“强省会，强智造”“专精特新，数

字赋能”等专题论坛和系列活动。

峰会期间，专家大咖金句迭出，为盛会增添个

性化十足的魅力。

来自中国工程院、科大讯飞、格力、浪潮集团、

中国能建等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专家大咖，在岳麓论

坛上发表主旨演讲；阿里巴巴、58 同城、海光信息、

金蝶国际、同方股份、奇安信等与会企业的嘉宾，围

绕强省会战略和数字经济，展开高峰对话。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

认为：“数字经济能够极大提升效率，提高质量，人

工以前干不了的活都能干，所以魅力无穷。”

时下最火的元宇宙和智能驾驶，都在本届峰会

上引人注目。

万兴科技董事长吴太兵表示，元宇宙将开启

人类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时代，从实体空间往元宇

宙虚拟空间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技术、资源去

赋能创意表达，“创作者经济的美好征程，才刚刚

开始”。

《2022 胡润中国元宇宙潜力企业榜》显示，元宇

宙领域最具发展潜力中国企业 200 强中，长沙上榜

企业数量位居中部第一位。论坛上，万兴科技、风语

筑、草花互动、中南大学计算机学院、映宇宙、芒果

幻视、天河国云、引力波，及来自湖南乃至全国的重

点科技企业代表，共同成立元宇宙创作者生态联

盟。

峰会开幕当天，湖南湘江新区发布《湖南湘江

新 区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创 新 应 用 示 范 区 行 动 方 案

（2022—2025 年）》，将允许自动驾驶出租车进行全

无人应用示范、全天候运行，长沙将成为全国测试

道路里程最长、区域最大的城市。岳麓峰会东风吹

拂，长沙朝着“自动驾驶第一城”目标再次加速。

峰会为窗，彰显湖湘魅力

“80 年代看广东，90 年代看浦东，未来十年，我

看好长沙，看好湘江新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CEO

胡军直言不讳，非常看好长沙前景。

“今天我们就正式宣布，在湘江新区购置一栋

房产，准备在未来 5 年投资 10 个亿建立金蝶的信创

软件基地！”岳麓论坛上，金蝶国际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 CEO 徐少春掷地有声。

早在 2014 年，第一届岳麓峰会召开的时候，徐

少春就投资 1.2 亿元，在湖南成立了移动互联网公

司。9 年来，金蝶湖南公司得到长足发展，并往云的

方向转型，每年增长速度高达 50%以上，目前云的收

入已经占到集团的 76%。

谈到加码投资长沙、湖南，徐少春表示，湖南公

司的员工说，在长沙拿深圳同样的工资，但这里的

房价、物价各方面都很实惠，在长沙生活很幸福，

“我们决定在这里加码投资，就是希望把更多产品

的研发线移植到长沙来，希望在高端市场继续发

力，助力湖南数字经济的发展”。

58 同城 CEO 姚劲波在主持圆桌论坛时幽默地

说：“希望各位老总多来湖南长沙；大家一来，长沙

原本 40 摄氏度的高温马上就变得凉快了。”

长沙拥有的不仅有优秀的营商环境，还有十足

的烟火气。姚劲波透露，8 月 30 日晚，他和齐向东在

一块儿吃饭，发现齐向东对湖南的美食充满了期

待。

在圆桌论坛快结束之际，姚劲波向各位大咖发

出热情邀请：“大家如果今天晚上还在长沙，建议去

坡子街走一走，看看半夜 12 点的、凌晨 2 点的长沙，

是一个消费非常富有活力、令人非常向往的网红城

市！”

数字潮涌，于斯为盛。经“九”不息的岳麓峰会，

面向的是湖南数字经济无限广阔的发展蓝海，期待

下一次的“十年之约”！

岳麓峰会举办“元宇宙”专场论坛
湖南湘江新区打造“元宇宙生态引领区”，2025年

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经“九”不息 继往开来
2022互联网岳麓峰会综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彭雅惠

“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海晏河清。”9 月 1 日，省

委宣传部召开生态文明建设专场新闻发布会，省生

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邓立佳在介绍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时，如是描述他所见之

今日潇湘。

十年以来，我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决心之大、

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成效明显；十年过去，湖南年复一年绿起

来、美起来，谱写了生态环境新篇章。

十年，保护力度大提升

“湖南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变化。”邓立佳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

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省上下以前所未有

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美丽湖南建设——

防治，驰而不息。湘江保护和治理 3个“三年行动

计划”历时 9 年全面完成，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五

大专项行动持续深入，一江一湖四水“十年禁渔”严格

执行，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连续 6 年展开，长

株潭及传输通道城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等一系列重大治污行动

接连推进，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修复，科学统筹。我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

命共同体”理念，一体保护、整体修复，2018 年投资

79.13 亿元实施湘江流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试点；2019 年争取中央资金 2.56 亿元实施长江经

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今年预计投入

75.6 亿元保护和修复洞庭湖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实施湘桂岩溶地资江沅江上游历史遗留矿山

生态修复。

整改，突破历史难题。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

馈、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为重点，强力推进长江岸线项目、长江经

济带小水电、港口码头污染、洞庭湖非法采砂、长株

潭绿心、废弃矿山、尾矿库、矿涌水等一批历史遗留

问题整改，督察整改工作得到中央充分肯定。

十年，环境质量大变样

1 个世界地质公园、1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37 个森林公园、54 个湿地公园、55 个自然保护区，

582 处自然保护地……“我省有 11.27%的国土面积

是各类自然保护地。”发布会上，省林业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李林山告诉记者，“绿色”已成为湖南高

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

过去十年，湖南的天更蓝了。2021年全省空气质

量优良率 91%，今年 1至 7月优良率上升至 92.4%，7月

份全省有 11个市州实现空气质量“全优”。

山更绿了。我省十年完成了人工造林 2930.9 万

亩、封山育林 2630.9万亩、退化林修复 1852.8万亩、森

林抚育 7464.6万亩、湿地修复 145.1万亩，森林覆盖率

由 57.34%增至 59.97%，森林蓄积量由 4.29 亿立方米

增至 6.41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由 84.2%提

升到 86.3%，湿地保护率由 50.16%增至 70.54%。

水更清了。十年间湘江水质优良率提高了 10.6

个百分点，长江干流湖南段和湘资沅澧干流监测断面

全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质。目前，全省地表水国考断

面水质优良率 97.3%，全部消除劣Ⅴ类水质，永州、张

家界、怀化 3个市位列全国水环境质量前 30名。

湖湘水域“万船捕捞、涸泽而渔”的现象成为历

史，涵养出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的大美湖

南自然生态。

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99.45%消除不见，

“垃圾围城”“垃圾下乡”等问题总体解决，湖南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获得感大大增强。

湖南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有力举措获得

国家认可。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创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市）17 个，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4 个。

十年，绿色制度更健全

“约谈、挂牌督办、区域限批、损害赔偿等，都是

在过去十年中建立、健全的绿色制度，大幅提升了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邓立佳介绍。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驶入“快车道”，重塑着各级

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发展观。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作出建设“生态强省”战略部署，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上作出“建设全域美丽大花园”的决策部署，关于

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做好“双碳”工作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重大文件相

继印发。

省委、省政府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各级

党委、各级党校教育培训体系重要内容。随着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巩固，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一步步筑牢。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规定、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事件）责任

追究办法颁布，以考核促进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河湖长制、林长制、首创总河长令，为每一条河、

每一个湖、每一片山林明确生态“管家”；“三区三

线”划定开启生态保护红线战略，将重要生态空间

进行严格保护。

十年来湖南生态环境发生全局性改善

绿水绕三湘 青山多绣绮

湖南日报 9月 1日讯（全媒体记者 彭雅惠）今

天，省委宣传部召开生态文明建设专场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过去十年，我省林业产业总产

值从 1884 亿元增长到 5405 亿元，增长 187%，成为全

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全力打造油茶、竹木、生

态旅游、林下经济、花木产业“五大千亿产业”。目

前，我省油茶产业发展持续领跑全国，全省油茶林

面积 2277.5 万亩、茶油年产量 41.4 万吨、茶油年产

值 688.1 亿元，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浏阳市通过

发展油茶产业，全市林农人均增收 3900 元。

我省竹木产业已初步形成“桃江竹笋、绥宁竹

木滑板”等 5 个“一县一特”竹木产品品牌，产值累计

达 1298 亿元，桃江县通过发展竹产业，全县林农人

均增收 4000 元。

经过不断提质升级，我省形成了“百里花木走

廊”等花木产业带，带动全省花木产业年产值突破

600 亿元；“靖县茯苓”“新化黄精”“通道黑老虎”“慈

利杜仲”等享誉国内外的湖南特色品牌，助力全省

林下经济年产值达到 391 亿元；通过举办“洞庭湖国

际观鸟节”“张家界森林保护节”“湖南生态旅游节”

等节事活动，我省可实现生态旅游年综合收入 980

亿元。

“绿水青山”化为“金山银山”

湖南林业产业总产值十年增长187%

湖南日报 9 月 1 日讯（全媒体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刘思辑）今天，中国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

合推出 6 条金融举措，支持文旅行业恢复

发展。

6条金融举措包括：建立重点文旅企业

“白名单”，各银行加快授信和贷款投放，建

立贷款审批“绿色通道”，优化审贷流程，完

善资产评估方式，推广景区收益权、专利

权、商标权、版权等质押贷款；加大文旅企

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差异化金融支持服务，

各银行机构积极落实延期还本付息政策，

通过新发放贷款、展期或续贷、调整还款安

排等方式，支持文旅企业抵御疫情影响；用

好用足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每年安排不低于 50 亿元再贷款再贴

现专用额度，引导地方法人银行运用低成

本再贷款资金和配套自有资金向文旅企业

发放优惠利率贷款，支持各银行机构对文

旅产业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再贴现提供绿色

通道、进行优先办理，加大文旅企业金融支

持力度；充分发挥债券、基金融资功能，拓

宽文旅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引导具备债券

承销业务资格的银行机构加强与重大文旅

项目实施主体的对接；完善文旅企业融资

配套政策支持，全省各级文旅行业管理部

门探索建立多形式、多种类的专项资金补

贴办法，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和

再担保公司风险分担作用；及时总结，加强

政策宣传引导等。

湖南推出6条金融举措
助力文旅行业恢复发展

9月 1日，2022互联网岳麓峰会上元宇宙技术受到热切关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范远志 摄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倜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9 月

1日晚 8时，伴随一曲动人旋律，由中宣部、

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

型公益节目《2022 开学第一课》如约而至。

刚刚步入新学期的我省各中小学校学生们

纷纷准时收看，接受精神上的洗礼。

2016年首次“开课”以来，被誉为“国家

级思政课堂”的《开学第一课》已是第 7次与

中小学生们在新学期相逢。今年，这堂课以

“奋斗成就梦想”为主题，旨在引导孩子们

把个人的小梦想融入国家民族的大梦想。

围绕主题，课堂共分为“砥砺奋斗”

“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三大篇章，内容涵

盖冬奥体育、农业生产、生态文明、文明探

源、乡村振兴、国防军事、航天科技等 2022

年以来的热议话题。

课堂上，为孩子们带来倾情讲述的，

有冬奥赛场上奋力拼搏的奥运冠军徐梦

桃，有 50 年扎根土地只为培育金色种子的

谢华安院士，有在荒原上种出全球面积最

大的人工林场的三代务林人，有探源青藏

高原地理气候变迁的青藏科考队，有首批

舰载机英雄飞行员，还有从老一辈航天人

手中接过接力棒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

设计师……

每个人讲述的过往，都饱含中华儿女

刻在骨子里的奋斗精神。这一个个生动鲜

活的故事，令孩子们为之动容。

当看到谢华安院士那双奉献给大地

的“粗糙”双手，汨罗任弼时红军学校九年

级学生范雅俊眼眶湿润了。“爷爷为了寻

找更多的好种子奋斗了 50 年，而我们生活

在一个不愁吃穿的大好年代，又有什么理

由不努力学习、刻苦奋斗呢？”她说，自己

也埋下了一颗想当科学家的梦想“小种

子”，期待有一天能够生根发芽。

“徐梦桃姐姐 4 次冲击冬奥会，终于

圆梦成了冬奥冠军。这让我明白，没有谁

可以随随便便成功，就像主持人叔叔说的

那样，‘成功不是说出来的，是干出来的’，

我记住了！”湘潭市金庭学校三年级学生

缪昕妤表示，一定要多加努力，将来实现

属于自己的梦想。

让孩子们置身塞罕坝机械林场，聆听

三代务林人 60 年的奋斗故事；在西双版纳

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识“羊妞”……

除了室内授课，本堂《开学第一课》更是创

新采用“实景课堂”，将课堂设在锦绣山

河、田间地头、科考一线、浩瀚苍穹、碧波

大海，让孩子们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切身

感知山河美好。

“小象真可爱呀，可主持人姐姐说它

现在是濒危物种了。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它们！”刚刚步入小学一年

级，长沙市开福区新竹第二小学学生肖奕

阳许下了心愿。

将近 90 分钟的《开学第一课》结束时，

许多孩子意犹未尽。“奋斗”的种子，也悄

悄埋在了他们心里。

收看《开学第一课》的“习惯”，早已贯

穿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六年级学生刘

雨樟的小学时光。小姑娘看后倍感振奋：

“看到我们国家取得这么多成就，我感到

非常自豪！这也更让我明白，只有通过大

家共同奋斗，才能以我们每个人的‘小梦

想’，成就我们民族的‘大梦想’！”

“成长，因奋斗更出彩！身为新时代的

青少年，在这和平盛世里，我们一定要从

先辈们的梦想延续到时代的梦想，不仅珍

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更要为祖国的繁荣昌

盛接续奋斗。”湘潭市雨湖区建元中学初

一学生陈诗颖说。

《2022开学第一课》火热开讲，全国各地中小学生
同上一堂课

“成长，因奋斗更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