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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孔令鸿 ）10秒申请、5秒审批、1分钟到
账……许多面临融资难题的小微企业主，如
今因大数据的应用普及感受到明显变化。今
天，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航天信息·诺诺金服
联合发布“浦发银行———诺诺银税贷”互联网
融资产品， 上线当日即为52位小微企业主授
信2000万元。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银
税贷” 产品基于小微企业日常经营数据和财
税数据，只要申请企业依法开票纳税、有固定
经营场所、无实质性不良信用记录，即可在线
实时申请。同时，通过“互联网+税务+金融”
构成的大数据平台，使信息授权、信息认证、
银税信息传递等在“线上”直接完成，简化了
融资手续，提高了审批效率。

小微企业贷款难， 一方面是银行不了解小微
企业经营情况，而小微贷款单笔金额小、频率高又
令银行服务成本升高；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主也怕
银行贷款流程复杂麻烦。 这种信息不对称降低了
银企间沟通的效率。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
披露的数据显示， 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的不断深入， 至6月末， 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6581亿元，新增919亿元，同比增长24.2%。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炎炎长夏，动物们也要乘凉避暑。伸着
舌头大喘气的狗们又平添了几分傻气，老
猫几乎终日趴在通风的门口眯觉， 母鸡偶
尔扑腾一下翅膀给自己散热……

动物园里， 那些无法选择避暑地点的
动物们又是怎么过夏的呢？

空调、西瓜、冷饮、绿豆汤，加上冲凉、
泡澡……7月19日， 记者来到长沙生态动
物园， 发现这里的动物消夏的方式和人类
差不多。

正值暑假期间，园内却游人稀少，因为
实在太热了。上午10时，太阳的光线已经
变得坚硬刺目。在灵长类动物区里，喷淋装
置已经启动。白眉长臂猿在“水帘”里穿梭
跳跃，一刻也不停下；一只小猴与细小的水
流玩起了游戏。 它们的住所有可供攀援的
房屋，有树荫，有喷淋，还有满满一盆绿皮
红瓤西瓜被放置在假山旁， 供猴子们大快
朵颐。

国宝大熊猫的待遇上佳， 从气温上升
到26摄氏度起，身着厚毛大衣的大熊猫们
便不再在室外活动，终日呆在空调房内。清
凉的空气里，它们身材肥硕、毛发油亮，生
活优裕。“真真”“君君”“成双”“成对”，4只
大熊猫享受着9台空调，以及每天定时提供
的新鲜竹叶、冷饮等。工作人员将冰块放进
熊猫居室，“君君”迅速把冰块抱在胸前，再
也不肯“撒手”。“成双”在啃食一个冰冻苹
果，一口啃去一边，第二口便把剩下的全部
吞入腹中。

庞大笨拙的河马“晶晶”一动不动地呆
在水池中， 专心致志地泡澡， 皮肤油光水
滑，布满褐红色的“血汗”。河马的皮肤非常
敏感，长时间离开水便会干裂，因此大部分
时间都懒散地呆在水里。 饲养员拿来软水
管，“晶晶”便慢慢游过来，张开大嘴，享受
最爱的洗牙服务。大热天，“晶晶”的胃口依
旧很好，小西瓜一口一个，吃得酣畅淋漓。

在夏天，很多动物都会换上“夏装”。夏
毛一般都比较稀疏、短粗并且光亮，这对于
散发体表热量、反射阳光、减少吸热是有利
的。 孟加拉白虎已经换上了更为凉爽的夏
毛，它的住所里有喷淋也有水池，可惜没有
浓密的大树遮阴， 几棵枝叶稀疏的杨梅树
和紫叶李，不足以阻挡烈日。

犀牛整天在泥浆里打滚， 满身泥浆犹
如涂了一层防晒霜，防暑又防虫；亚洲象用
大耳朵给自己扇风降温， 又用鼻子吸足凉
水往自己身上喷洒； 松鼠翘起大尾巴给自
己遮阴……

据了解， 自气温升上30摄氏度以来，
动物园便开始给动物开出“清凉处方”，开
启喷淋设备，提供冰块、冷饮、西瓜、绿豆
汤，将人丹、十滴水等放入动物食物内，一
旦发现中暑或因天热身体不适的动物，会
及时进行救治。

夏季的动物也实行“夏时制”，接近正
午，动物们全面开启“午休”模式。阴凉处，
狮子、黑熊、花面狸无不瘫倒在地，金丝猴
趴在树上休憩， 鹦鹉站在铁杆上打盹……
甜美的睡眠覆盖了动物园。 冷不防鹩哥说
了声“你好，恭喜发财！”

饮冰复冲凉 闲消夏日长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7月19日， 长沙
生态动物园， 饲养员
给河马冲凉。 应对近
期持续高温天气，该
园开启高温防暑模
式， 采取室外搭建遮
阳棚、修建水池、室内
安装喷水设备等措
施，为园内3000余只
动物消暑降温。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陈勃鑫
摄影报道

财税大数据助小微贷款“秒批”
只要依法开票纳税、有固定经营场所、无实质性不良信用记录，即可在线实时申请

湖南日报 7月 20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陈璐 ）今年初以来，楼市销售持续
升温，信贷投放“水涨船高”。人民银行长
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金融运行最新数据
显示： 上半年全省房地产贷款新增993.8
亿元，占全省各项贷款新增额的35.1%。其

中，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新增680.1亿元，同比
多增203.4亿元。

至6月末，全省房地产贷款余额8071.7亿
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6.6%，占比较2016年
末、2015年末分别上升了0.9和4.1个百分点。

随着长沙楼市相继出台“318新政”和

“520新政”，宣告“限购、限贷、限价、限卖”政策
全部落地，给整个市场带来较大影响。据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披露数据，至6月末，全省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同比增长34.6%， 增速虽比
去年同期提高9.7个百分点， 但比上月末回落
1.3个百分点，已连续4个月出现回落。

上半年房贷新增993.8亿元
占全省新增贷款的比重超过1/3；受调控新政影响，二季度以来增速有所回落

飞机治虫
7月20日， 双峰县井

字镇世仁村马尾松基地，
飞机在喷施药物防治松毛
虫。今年以来，受越冬虫口
基数大、 暖冬气候条件和
害虫爆发周期规律等因素
影响，该县12万亩马尾松
林遭受松毛虫危害。 该县
林业部门采用飞机喷洒药
物进行生态防治。
李建新 彭红景 摄影报道

� � � � � �荨荨（上接1版）
在湖南，借助“香港加加酱油”以

及“大豆+小麦＝？”的宣传，加加酱油
迅速成为家庭主妇的首选， 此前三分
天下的其他酱油品牌， 被加加酱油甩
在身后。

接下来， 加加食品充分利用浓酱
油上色的特征，以实惠拓市，建立起覆
盖全国市场的营销网络。“一瓶当作两
瓶用”的战略，让加加酱油从区域性品
牌，上升为全国性品牌。

对于能够成功进入本土品牌异常
强势的广东市场， 董事长杨振很是得
意，“从来没有一个内地的酱油企业，
包括百年老店、中华老字号，在广东地
区有一席之地。”

此后，加加酱油深耕细分市场，即
“炒菜用老抽、凉拌用生抽”。

加加食品看到，人们在饮食习惯
上，已不满足于单一的口味，而更加
注重营养健康。杨晓云介绍，生抽类
酱油盐度较低，颜色较浅，更适合用
于调味。

另外， 公司科研所调研发现，日
本、 韩国等国年人均消费酱油8至10
公斤，而我国还不到2公斤。“我国内地
酱油消费大部分还停留在‘上色功能’
的浓酱油时代，日本和港澳台地区，早
就进入了健康调味的‘淡酱油’时代。”
杨振说。基于此，加加食品发力淡酱油
市场，拟在国内“再造一个酱油王国”。

2012年加加食品以“中国酱油第
一股”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年产
20万吨优质酱油的募投项目，便是配
合公司“淡酱油”发展战略提出的。

以“大单品”抢占大市场
如今， 加加食品又在发力“大单

品”战略。简单地说，就是公司产品向
更高端、规模化方向发展。

2010年10月上市的加加“面条
鲜”，除已成为人们做面条必备的调味
品外，还被广泛用于蒸鱼、蒸肉、拌凉
菜、蘸食海鲜、炒菜等。

数据显示，“面条鲜” 的销售额最
初是2000多万元，2016年全年销售近
2亿元。

杨振认为，加加食品发展到今天，
产品线很长，上百个产品里，中、低端
产品偏多，更谈不上产品的差异化，需
要逐步做减法。“卖100个没有特色的
产品，不如卖一个与众不同的产品。”

“原酿造”是加加食品近两年力推
的高端淡酱油品牌。 记者看到，“原酿
造”外观古色古香，流线型圆柱瓶身颇
有厚重感。杨晓云介绍，其特色在于原
料精选、发酵时间延长、不添加焦糖等
生产工艺，味道保持了自然清香。

今年上半年销售近2000万元的
“原酿造”， 是加加食品未来的核心产
品。

杨振说， 工业制造企业一定要有
自己的“大单品”，具有核心竞争力，才
能支撑起大品牌。“未来的加加， 深度
开发1至2个品类， 做成1至2个大单
品，带动其他产品，形成产品组合的集
群效应， 从而为加加的持续发展提供
产品保证。”

高端产品生产， 当然需要智能化
生产助力。

记者看到， 加加生产车间内部都
是密封的大罐子、管道，只听得见机器
运转声音，不见有人在操作。据介绍，5
条全自动化生产线，每天工作16小时，
每小时可灌装12万瓶酱油。

杨晓云介绍，公司2015年开始实

施的“酱油数字化工厂”项目，成功入围
国家2017年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
模式应用专项， 计划2019年12月完成，
届时生产效率将提升27.8%， 产品研发
周期缩短 33.3% ， 产品不良率降低
28.9%。

■记者手记

掘金百姓消费
大有可为

黄利飞

2012年1月加加食品登陆深交所
时，不少人调侃“打酱油都打上市了”。

其实，在加加酱油给A股加“料”之
前，已经有涪陵榨菜、洽洽瓜子、姚记扑
克等公司上市，拉近了资本市场与人们
日常生活的距离。

毫无例外 ， 它们的业绩都不错 。
2016年， 洽洽瓜子实现销售收入35亿
元，加加食品18.9亿元，涪陵榨菜12.2亿
元，姚记扑克7亿元。

探寻其成功的奥秘， 原因有很多，
但无论营销手段有多高明、产品布局有
多巧妙，归根结底还在于，围绕老百姓
日常生活“做文章”。

如当年加加食品董事长杨振设计
新式酱油瓶盖， 就在于自己不喜欢那种
封闭式的塑料瓶盖，每次倒用，量无法有
效控制，稍不小心就会洒得到处都是。

又如“面条鲜”的问世，是看到吃面条
的人越来越多，却都有找不到合适调味品
的苦恼；随着经济发展、消费升级，加加食
品推出“原酿造”来满足高端需求……每
一步都踩准消费者的需求节奏。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老
百姓刚性消费的市场， 只要抓得准，生
意不怕不红火。

20年崛起一个“酱油王国”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蒋正乔 柳琴声 ）近日，华菱
涟钢又一批高强度耐磨钢发往国内
某自卸车标杆企业。至此，涟钢的高
强度耐磨钢用户已覆盖全国所有大
型自卸车制造企业， 彻底打破了某
跨国公司对我国耐磨钢市场的长期
垄断。

涟钢高强及工程机械用钢产品的

研发工程师梁亮介绍，以前，我国自卸
车行业所用高强度耐磨钢基本来自瑞
典某跨国公司， 该公司出口我国的高
强钢和耐磨钢价格每吨最高价达到2
万元，还需提前预付款。

近年来， 涟钢全面推行产品高端
订制，针对客户个性化的需求与服务，
成立了VAMA基板项目组、高强及工
程机械用钢项目组等研发团队， 全程

参与客户前期研发与售后驻点技术服
务，24小时响应客户需求， 为客户系统
解决问题。

2016年，涟钢根据某自卸车标杆企
业的产品需求， 成功轧制出NM600产
品。如今，涟钢能生产出国内最高级别
和最薄规格的耐磨钢，实现从NM300至
NM600的全系列产品覆盖，完全能满足
自卸车高强度轻量化的要求。

涟钢高端订制打破国外垄断
自卸车高强度耐磨钢完全替代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