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猕猴桃致富
11月5日，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村民在栽种猕猴桃苗。今年，该村投资

2163万元，开发2000余亩猕猴桃产业园，带动500多村民就业，预计明年产生效益。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滕珊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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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双11”已经近在咫尺，本土电商备战如
何？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湖南本土电商正努力
走出拼低价、刷单的野蛮生长状态，注重体验
和品牌的塑造，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商战一触即发
11月7日，在本土最大的美妆类电商御家

汇办公楼里，“奋战双11”的条幅、挂旗已经满
眼皆是，与往年一样，新增客服、通宵的方便
面、行军床都是“标配”……

长沙县干杉环通物流园内，本土母婴品牌
英氏股份新租下的7000平方米大仓库里，已经
摆满婴幼儿奶粉、副食、纸尿裤，一辆满载的大
货车又运来一车，工作人员紧张地卸货、摆放
货物、调试环形自动化流水分拣系统。

英氏股份集团市场中心市场总监胡伟介

绍， 新仓库的这套自动流水分拣系统可以实
现日发货量8万单，比此前提高了3倍。作为长
沙本土母婴品牌，英氏股份去年“双11”拿下
了“全网国产辅食品牌销量第一”的好业绩，
今年英氏的目标是达到去的3倍。 为了应对

“双11”的物流高峰，今年英氏股份也首次和
菜鸟网络百世云仓合作，提高物流配送效率。

随着境外旅游的红火， 境外旅游服务电
商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本土旅游电商懒猫旅
行今年为“双11”新增了泰国普吉、马来西亚
巴沙等地个性化出海一日游行程。据介绍，懒
猫旅行在去年“双11”当天创下了260万元的
成交额 ，今年的目标是翻倍。

今年不拼销量
位于长沙经开区的和朴集团， 是远大空

气净化器的互联网“总代”。每年10月到次年3
月是雾霾高发期，也是空气净化产品的旺季，
在经历五个“双11”的“洗礼”之后，公司负责
人周鹏表示并不特别看重“双11” 当天的销

量，更看重团队的建设和日常的销量，今年的
“双11”备货约600多万元，相比前几年还有所
降低。

“不能靠低价去冲量，关键还是要品质、
服务赢得口碑。”周鹏表示，空气净化器全年
的销量大约2000多万元，“双11” 销量大概占
1/3，但是因为促销力度大，基本没有什么利
润，因此今年销售增长目标定得不高。

“随着网购消费习惯的升级，消费者也更
加理性了，”英氏股份胡伟也表示，企业力气
主要花在品质上，不会纯粹去拼销售业绩，更
注重良性发展， 更关心如何将因促销而来的
新客户转化为真正的品牌用户。

正在崛起的家政等服务类电商发力的是
优质的个性化服务体验。刚上线半年的华天e
生活服务平台，提供洗涤、保洁等家政服务，
已经发展注册会员3万。 负责人张安安介绍，
华天e生活今年首次参与“双11”促销，更愿意
把“双11”当成一次平台的推广和业务承接能
力的“练兵”，整个促销期也拉长至3个月。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通讯员 谭宇
雷欢）11月7日11时50分，经过各个负荷下
的在线试验之后，环保在线监测系统数据
显示， 湘潭发电公司60万千瓦4号机组刚
刚完成的超低排放系统稳定运行。

大唐湘潭发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机组“携手” 已在网运行的30万千瓦1号机
组、60万千瓦3号机组， 开足马力，“并肩”增
发电量，积极迎战入冬后寒潮带来的省内首
波社会用电高峰需求。目前，湘潭发电公司
日发电量保持在2400多万千瓦时。

10月下旬以来，作为长株潭地区重要
电源支撑点的大唐湘潭发电公司提前部
署，谋划应对今冬迎峰度冬保发电。

加强节能环保。 继7月底，3号机组超

低排放系统投入运行增发清洁电力之后，
推进4号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并同时
推进余下1、2号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前期
工作。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该公司4号
机组每年可减少排放氮氧化物525吨、烟
尘158吨、二氧化硫1208吨。

增发电量保民生。湘潭发电公司加强
电量营销管理和信息收集、研判，确保机
组安全稳定开出运行。“经过前期内部生
产经营一盘棋协调、外部多方沟通，4号机
组争取到了开机计划。11月5日深夜，机组
顺利开出。后期，随着省内入冬后预计首
波寒潮来袭，用电负荷增加，公司保持大
方式长周期运行的可能性较大。” 湘潭发
电公司计划部副主任陈新表示。

2016年11月8日 星期二06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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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7日讯 （记者 邹靖方）
11月4日， 湖南联通在凤凰县建塘村举行
扶贫光伏电站建设捐赠仪式。

湖南联通自2015年4月安排工作队进
驻建塘村以来，湖南联通捐建的10个蔬菜
大棚和稻花鱼养殖已经取得了一定收益。
当天，向建塘村捐赠60KWP光伏电站建设
资金的，是湖南美联通通信网络维护有限
公司。光伏电站建成以后，将解决建塘村
的集体经济收入问题，极大地提高建塘村
今后的持续造血功能。

10月31日, 省扶贫办与湖南联通在长

沙签署了共同推进“互联网+精准扶贫”的
战略合作协议。合作主要是以推广雨露计
划、劳务协作脱贫等扶贫项目信息化应用
为重点，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进一步提
高贫困村、贫困户等扶持对象的扶贫信息
获取能力和扶贫部门干部的信息服务能
力，更好地实现全省扶贫对象网上申报扶
贫项目和其他扶贫项目管理信息化。

湖南联通将继续对建塘村加大项目
建设扶持力度，帮扶贫困群众增强自我发
展能力，争取在2017年底帮建塘村摘掉贫
困村的帽子。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记者 李伟锋）首届
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新材料领
域）半决赛今天在长沙举行。湖南航天新材料
技术研究院、湖南上懿丰新材料两家企业代表
湖南与来自全国各地50多个团队一决高下。

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 由工
信部、国防科工局、全国工商联共同主办。通

过比赛， 挖掘优秀军民两用技术和产业化项
目，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全国初赛后，评
选出283个项目，分别在北京（电子信息、高端
机床与机器人领域）、长沙（新材料领域）、上
海（海工船舶、新能源动力与环保领域）、成都
（航空航天领域）举行半决赛。

今天的半决赛上， 湖南航天新材料技术

研究院推出的轻质高强韧镁合金板带材，是
利用先进军工技术对镁合金加工后， 转化应
用于汽车、电子产品及家电等民用领域。湖南
上懿丰新材料公司的气凝胶复合玻璃， 是将
飞机上的气凝胶耐火材料创新改造后， 制造
成具有隔热保温、防火防爆、降音隔噪的复合
玻璃，用在绿色建筑上既节能、舒适又安全。

据了解，我省还有山河科技、航翔燃机的
2个项目将参加航空航天领域的半决赛，航翔
燃机另有2个项目将参加新能源动力领域的
半决赛。

湖南日报11月7日讯（周月桂 陈新）新一
周雾霾锁城，幸得冷空气助力驱霾。今早，湖
南东部大部分地区陷入雾霾之中， 这是今秋
以来我省范围最大的一次雾霾天气。 好在随
着冷空气主体进入湖南，降雨与大风，将彻底
驱逐雾霾。

根据省气象台监测， 从昨天夜间开始，
湘东地区出现中到重度雾霾天气过程， 伴随
中到重度空气污染。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空
气质量出现重度污染，株洲、邵阳出现中度污

染。 长沙市气象台昨晚22时31份发布雾霾橙
色预警信号，长沙出现重度霾；株洲市气象台
今晨7时41分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株洲出现
中度霾；湘潭市气象台今晨6时48分发布霾黄
色预警信号，湘潭出现中度霾……

省气象台环境预报员李蔚介绍， 此次空
气污染过程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的， 昨天18时
以后，长株潭等地的PM2.5浓度出现了“爆发
式增长”，昨晚22时到23时长沙空气污染指数
高达279。李蔚分析，此次雾霾的出现，主要是

冷空气到来之前我省处于暖湿气流控制下的
静稳天气状态，污染物聚集，冷空气南下之后
造成我省东部出现逆温状况， 与此同时冷空
气也输入了北方污染物， 综合造成了此次湘
东地区中到重度雾霾天气过程。

对抗雾霾从天气方面来说最有效的就是
冷空气，因为冷空气拥有两大神器：大风和降
雨。大风能够增加空气的流动性，使污染物不
易滞留，而降雨能够使污染物沉降到地面。随
着冷空气主体的南下，地面风力加强，雨水扩
大，今天下午省内空气污染状况全面改善，至
19时，省内空气质量基本都为“优”，明后两
天，雨水过程继续，霾将会彻底消散。

今年“双11”，
本土电商不拼低价拼品质

经济视野

湘潭发电公司增发电量

保长株潭入冬首波用电高峰需求

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半决赛举行

我省6个项目亮相

湖南联通助力精准扶贫
新一周雾霾锁城 冷空气“给力”驱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