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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务
湖南省商务厅 协办

本报记者 周月桂

夏日气息渐浓， 火炉长沙的
瓶装饮用水也渐入销售旺季。 不
过， 在五花八门的瓶装水中， 却
难觅湖南本土矿泉水的踪影。 5月
28日， 湖南本土饮用水品牌“活
天下” 上市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
行， 引发了业内人士对本土饮用
水品牌的探讨。

长沙难觅本土矿泉水

“我这从来没卖过什么湖南的
矿泉水。 ”长沙市开福区福城路一
兼卖瓶装饮用水的报刊亭老板对
记者说。

长沙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各类
矿泉水、山泉水、纯净水等总是摆
放在显眼的位置，方便人们随手取
走。 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中，农夫山
泉、康师傅、怡宝、娃哈哈、恒大等
诸多品牌价位不等的外地品牌，充
斥着长沙市场。

“大型商超门槛高，对瓶装水
而言，小品牌进入成本太大，大品
牌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技术以及

知名度， 是本土企业所不具备的，
这些优势使其可以轻松占据包括
湖南在内的全国各地市场。 ”湖南
活天下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卫东说。

湖南并非从来没有过强势的
瓶装水本土品牌。 汪卫东有着多年
从业经验，据他介绍，在上世纪90
年代初，株洲的天宝矿泉水在湖南
是绝对的第一品牌， 至1997年左
右，在乐百氏、太阳神、怡宝等品牌
的大力挤压下，天宝矿泉水退回株
洲，至今未能恢复元气。 现在，湖南
的本土矿泉水品牌，基本上走不出
地市， 连湖南市场都覆盖不了，别
说全国市场了。

矿泉水时代的巨大
市场空间

眼下， 全国性的关于水的安
全与健康问题频发， 居民对饮用
水的要求越来越高， 也引发瓶装
水市场的急剧增 长 。 据 统 计 ，
近年来我国瓶装水销售额每年
至少保持 30%的增速， 在饮料
板块只有瓶装水可以达到如此高

的增长。
在瓶装水取代自来水的同时，

矿泉水也正在取代纯净水，饮用水
的升级，显示人们对水的品质要求
在不断提高。

随着人们消费力的不断增强，
在长沙的商超里， 恒大冰泉、5100
西藏冰川矿泉水等高价矿泉水已
不再是稀罕物。 位于黄兴南路步行
街的沃尔玛超市内，大众熟知的依
云价格在10元左右，超市促销员说
销量一直还不错。

“近年来，湖南每年有近200亿
的瓶装水市场份额，绝大部分被外
地品牌瓜分。 ”汪卫东感慨道。

本土企业的“野心”

湖南矿泉水资源丰富，而且质
量非常优良。 据国土部门对全省矿
泉水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发现，湖南
的矿泉水资源多达300多个点。

尽管资源丰富，湖南的矿泉水
资源利用却缺少规划、 缺少品牌、
缺少营销。 湖南的矿泉水企业还处
于小、散、乱的发展阶段。 据省国土
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处长辛建

鑫称，目前全省持有采矿证的矿泉
水企业只有6家。

“水是家乡甜，我们要让湖南
人喝上本土的矿泉水。 ”汪卫东认
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人的
体质就适合喝湖南的恒温水。

活天下水业组建了一支有着
丰富经验的营销团队， 投资20亿
元，宣称要打造本土饮用水第一品
牌。 汪卫东称，目前市场上零售价1
元的瓶装水以矿物质水为主，零售
价1.5元至2元的主要为天然水与
纯净水， 零售价2元以上的为矿泉
水， 但以4元以上品牌最多， 如恒
大、昆仑山、5100等，活天下定价为
3元， 目前市场上处于这一价位的
全国性矿泉水品牌只有百岁山。 他
认为，3元是活天下杀出重围的最
好定价。

据介绍，经过短短两个月的招
商，活天下瓶装水已完成全省一半
市州的渠道建设，这无疑是令人惊
喜的。

湖南瓶装水品牌之路还很长，
我们期盼在先行者的带领下，有更
多湖南本土矿泉水品牌涌现，形成
有实力的饮用水湘军。

本报6月4日讯(通讯员 杨坚 焦海
忠 记者 蒋剑平 戴勤)今天，经2014中
国湖南国际旅游节组委会授权，新宁县
旅游局对外发布，2014中国湖南国际
旅游节开幕式将于9月16日上午在世
界自然遗产地崀山举行，主题为“锦绣
快乐湖南、世界遗产崀山”。

据悉，在崀山主场的活动将突出崀

山特色。旅游节期间，当地将举办5项子
活动，即武陵山文化旅游协作发展“崀
山论坛”、 大武陵山区文化旅游商品博
览会、 崀山首届微媒体大赏、“最美家
庭”自驾露营大会和“锦绣潇湘，奇美邵
阳”免费游。 其中免费游定于9月16
日进行，当天邵阳市所有景区门票全
免。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肖强）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交警支队获
悉，即日起，该支队将推出多项便民新
举措，进一步提高交警服务效能。

据了解， 从6月5日起， 该市车管
窗口、 机动车检测站统一实行周六、
周日对外办公， 方便群众办理车管业
务。 警方推出“流动车管服务车” 团
体业务预约上门服务 （含周六、 日），
在原有业务基础上， 新增机动车转移

登记、 外地驾驶证转入等业务。 此外，
交警部门将在符合条件的4S店登记服
务站， 车主今后可在4S店直接办理新
车上牌和旧车过户业务。 对军人、 孕
妇、 残疾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 交警
支队将专门开辟驾考绿色通道， 在驾
考预约、 考试等各环节提供便利， 并
在该市各科目二、 科目三考场设立考
前心理辅导室， 免费为考生提供考前
心理辅导。长沙金融生态区

入驻38家金融机构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易姝）最近，广发银行长沙
开福支行落子长沙金融生态区，这
也是该区域迎来的又一家银行机
构。 据了解，据悉，长沙金融生态区
现已入驻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
省级金融机构总部或省级分支机
构38家。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行长刘智
达表示，看好长沙金融生态区的辐
射作用，开福支行也是该行在长沙
市设立的第6家同城支行、 在全省
布局的第11家机构网点。《开福区
金融产业发展规划》显示：在长沙
芙蓉中路沿线老火车北站片区搬
迁腾空出来的核心地段，建设规划
面积1828亩的长沙金融生态区，并
将其定位为立足长株潭、 辐射全
省、面向全国的区域金融中心。

本报6月4日讯（通讯员 伍丹 何彩
虹 舒清红 记者 姚学文）近日，溆浦县
警予学校举办课改开放日活动，吸引了
来自怀化市各地学校的老师和家长代
表500余人观摩。

据悉， 此次课改开发日活动主要由
“魅力课堂”展示、“阳光课间”展示和“特色
校本”展示三部分组成。自2012年5月首次
开放课堂以来，学校已接待来自怀化各地
的老师、学生和家长2000余人前来取经。

▲5月23日， 非法采伐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野生香樟的马某，经长
沙市开福区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
诉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
年，并处罚金4万元。 43岁的马某系
长沙市开福区个体经营户。 2月19
日，他发现附近的山坡上有不少野
生香樟树，就想移栽到自己经营的
花卉苗木基地。 次日，在未办任何
采伐手续的情况下，马某雇请人采
挖了56株野生香樟，雇车将香樟树
运往自己的苗木基地。 2月22日在
马某运送最后4棵香樟时， 被民警
抓获。 盛俊杰 黄乐

▲5月26日， 衡东县城关镇谭
女士给衡东县工商局送来锦旗，感
谢该局为误入传销的她挽回了8万
多元的经济损失。 谭女士去年5月
在亲戚的游说下，投入数万元加盟
香港“亮碧思”公司，成为该公司
“伯爵级”经销商。 为发展下线，谭
女士又自己垫资十多万元，借朋友
的身份证办理了5个下线经销商。
一个多月后，谭女士怀疑是在搞传
销，要求公司返还费用。 但公司只
同意退还8万多元， 由于谭女士当
初在办理手续时使用的是朋友的
身份证， 朋友们担心受到牵连，不

愿出面办理相关手续，导致退还的
资金无法接收。 谭女士于是向工商
部门求助，衡东县工商局马上安排
执法人员多次与谭女士的朋友沟
通，劝说他们协助。 最终谭女士从
银行取出了退款87189元。目前，衡
东县工商局已立案调查这起传销
案。

罗鹏飞 聂士洋
▲5月29日，浏阳市“帝豪”公

司给该市荷花街道樟槽小学的学
生送来了“六一”礼物。 樟槽小学地
处偏远,只有两个老师，15个小学生
和10个孩子的幼儿班。年纪大一点

或家境好点的学生大多到邻村中
心学校住校读书去了，留在这里的
学生大多家庭比较困难，无力承担
住校的交通费和食宿费。 两年前，
该市“帝豪”公司董事长黄平得知
情况后，决定将学校作为企业的联
系点,不仅改善了学校的教学条件，
还不时来看望这些山里的孩子。

史学慧 彭湖
专栏编辑 田燕

2014湖南国际旅游节
9月崀山开幕

长沙周六周日可办理车管业务

警予学校课改开放日引500人观摩

友阿股份涉足彩票市场

每年200亿元瓶装水市场，遭外地品牌“通吃”

湖南人何日畅饮“家乡水”

盗采野生香樟 男子被判刑罚款
误入传销陷阱 工商助其挽损失

6月4日， 怀化市太平桥附近的沿河风光带， 未成熟的杨梅散落一地。 现在，
这里的杨梅正逐渐成熟， 一些市民上树采摘， 导致杨梅树枝折果落。 这种随意
采果的行为让杨梅树 “很受伤”！ 也是对公共资源的损害。 柴均林 摄

图片说事
邮箱：4329536@163.com

受伤的杨梅树

本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刘倩 记
者 何淼玲）本应该写“贰拾玖万”，可因
不满借贷利息和违约金过高，曾某在书
写借条时故意将“玖”字写成“仇”字，但
试图逃避债务的企图并未得逞。记者今
天获悉,最近，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
依法判决借款人曾某及其妻子刘某归
还熊某借款29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2012年初，因生意周转急需资金，
曾某夫妇找朋友熊某多次借款， 共计
23.5万元，借期半年，双方约定了借款
利息及违约金。 到期后，曾某没有按照
约定还款，双方经协商，签订了补充协
议， 依据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利
息及违约金等，熊某要求曾某写下借款
金额为29万元的欠条（本金23.5万元加

利息及违约金5.5万元），同时约定还款
日期为2014年1月30日，到期未还按照
月息2分计算利息。 因曾某当时资金周
转困难，还不起该笔款项，但其又不满
熊某计算利息和违约金的方式，因此在
补充协议上，曾某故意将借条上的“玖”
字写成“仇”字，以抒发心中怨恨。 协议
签订后， 曾某夫妇仍未能按期归还借
款，熊某遂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借款
协议合法有效，对利息和违约金的约定
符合法律规定，熊某和曾某夫妇间的债
权债务关系明确，因此，熊某要求曾某
夫妇归还借款29万元， 并按照双方约
定的月息2分支付逾期利息的诉讼请
求，合理合法，遂作出如上判决。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周月桂）时
至今日， 传统零售业受电商影响巨大，
百货零售商在努力寻求突围转型。作为
湖南首家涉足彩票领域的百货零售企
业，友阿股份首个实体投注站最近在长
沙市友阿百货四楼亮相。

近年来， 彩票市场发展速度惊
人， 而网络彩票取代纸质彩票已成

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互联网彩票的
市场蛋糕有望达到千亿元的水平 。
友阿股份进军彩票销售领域的主要
发展方向也是互联网彩票， 为此友
阿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0万元投资
成立“湖南友阿彩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专业运作彩票的代理销售、 营销
推广等。

故意将“玖”写成“仇”
法院判决“错字借条”有效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
员 蔡艺芹） 记者今天从长沙铁路公安
处获悉， 该处民警近日联合娄底警方，
通过微博线索成功解救出6名身陷传
销窝点的受害人。 到今天,这6名来自广
东等地的群众已陆续返乡。

6月1日晚， 正在维护官方微博的长
铁公安处管理员突然收到一条来自网友
“大头鱼”的求助私信，称其五一节期间被
朋友骗到娄底加入传销组织， 人身自由

被限制， 并附有几张从被困房间往外照
的空间照片。 民警立即浏览该微博，发现
多条类似被困求救信息， 且每条微博都
显示了定位地址。 据此，民警确定这份求
助真实可信，并迅速通报娄底110报警中
心。 娄底娄星区花山派出所民警立即展
开施救。 派出所民警挨个在疑似区域内
逐家敲门喊人，经过数小时努力，于6月2
日凌晨1时许将连同该网友在内的6名被
困人员救出，成功捣毁该处传销窝点。

网友“大头鱼”被困传销窝点
微博求助，路地警方联手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