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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通讯员 黄勇华
记者 周月桂） 据海关统计，2017年1至10月，
湖南省进出口总值1892.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
同期增长52.2%。 其中， 出口1220.9亿元人民
币，增长48.8%；进口671.9亿元人民币，增长
58.6%。出口产品以机电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
品出口保持高增长；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

为主要进口产品。
前10月，我省对香港、美国、日本、东盟、欧

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均保持了不
同程度的增长；民营企业为进出口主力，占同
期湖南省进出口总值六成以上。

出口方面，1至10月，湖南省出口机电产品
570.3亿元，增长61.2%，占同期湖南省出口总

值的46.7%； 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77.4亿元，增
长87.4%，占同期湖南省出口总值的14.5%。

进口方面，1至10月，湖南省进口机电产品
304.1亿元，增长66.1%，占同期湖南省进口总
值的45.3%； 进口高新技术产品113.8亿元，增
长1倍，占16.9%。 同期，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
95.9亿元，增长50.9%。

� � � �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
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 10
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3%，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 其
中， 城市同比上涨1.2%， 农村同比上涨1.6%。
至此， 我省CPI涨幅已连续9个月停留在“1时
代”， 物价水平保持“稳” 的基调。

纳入统计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中， 食品
价格同比下降0.5%， 非食品价格全面上涨。

受节后需求回落和市场供应增加影响，
全省主副食品价格普跌， 其中， 畜肉类价格
同比下降7.9%， 影响CPI下降约0.44个百分
点； 食用油和鲜果价格分别同比下降2.5%、
0.9%， 两项合计影响CPI下降约0.05个百分
点。 而因气温下降、 蔬菜生长周期变长等因
素所致， 本地鲜菜产量下降， 鲜菜价格同比、
环比均较大幅度上涨。 总体来看， 食品价格
仍在持续走低， 对平抑全省CPI起到重要作

用。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 其中， 居住

价格涨幅最大， 达3.6%； 交通和通信、 医疗
保健、 教育文化和娱乐、 生活用品及服务、
衣着、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涨幅均低于2%，
涨势温和。

据测算， 10月份， 我省CPI受翘尾因素影
响仅为0.15个百分点， 新涨价因素影响约为
1.15个百分点。

孙振华

据“阿里数据”统计，“双11”湖南人在
天猫平台消费额为59.96亿元； 而当天天
猫平台湖南对外销售总额为15.81亿元 ，
交易“逆差”为44.15亿元。

湖南人在天猫平台上买了一些什么
呢？ 买得最多的是手机、毛呢外套、羽绒
服、平板电脑、休闲鞋、靴子、针织衫、卫浴
用品等。

湖南人在天猫平台上卖了一些什么
呢？ 湖南的纸尿裤、面膜、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床品套件等成为热卖商品。

统计数据显示，“双11”成交的商品，以
电子、纺织、保健、食品、家电等为主。 而湖
南外销产品中，电子、家电、服装产品乏善
可陈。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我省缺乏提供这
些热销产品的能力；另外，我省产品在电商
运营平台还不足够吸引众多消费者的眼
球。 可以佐证的是，作为农业大省，我省农
副土特产丰富，但“双11”外销的热门产品
中，湖南的农副土特产品并不多。

这，恰恰是我省供给侧改革努力的方
向。 我省调整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可从
“双11”热买热卖商品中“悟出”些道道。

区域经济发展， 自然离不开重化工
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而与

百姓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电子、 家电、服
装、食品、保健品等产业，同样大有可为。
这些产业消费量庞大、 消费群体稳定，受
经济波动影响小，在推动就业、保持经济
稳定增长中作用不小，发展经济千万不能
忽视这些产业。

而众所周知，电子、家电、纺织、服装，
食品、保健品等产业，品牌繁星闪烁，在激
烈的竞争中要脱颖而出， 关键是有一批优
质品牌企业。 湖南生产的纸尿裤热销，与我
省孕婴产业近年迅速发展息息相关。 目前，
湖南已经拥有 “一朵”“倍康”“舒比奇”“馨
爱”等多个纸尿裤品牌。 “舒比奇”纸尿裤相
关负责人透露，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70%。

我省面膜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与
“御家汇” 等具有全国影响的护肤品企业
不无关系。 抓住美容市场快速膨胀的需
求， 御家汇自主研发多个护肤品配方技
术，拥有御泥坊、小迷糊、花瑶花、师夷家、
薇风等多个护肤品品牌；当然，御家汇扶
肤品牌热销， 网络营销也立下汗马功劳，
目前已与天猫商城、淘宝网、唯品会、聚美
优品、京东商城、苏宁易购、蘑菇街、楚楚
街、小红书等多家主流网上商城建立深度
合作关系。

期待明年“双11”，湖南有更多产品能
成为网上商城的“网红”。

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11月13日上午8时，在长沙高新区长
丰安置小区六期18栋搜农坊仓库内，大
大小小的包装盒占据了仓库大部分空
间， 包装好的快递整齐地码在仓库门口，
等待发出。 为确保48小时内将包裹发送
出去， 搜农坊临时加聘100多名包装员，
从5个仓库内同时打包发货。“双11”当
天，搜农坊就有近5万件包裹送达消费者
手中。“‘双11’活动期间，特鲜精品土货
产品销售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500倍，
累计下单金额1561万元，受益农户达600
多户。 ”湖南搜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谋清说。

近年来，长沙农业电商围绕“农产品
进城”“电商精准扶贫”等方向，集中解决
农副产品流通的销售难、 配送难的问题，
打造“互联网+农业+精准扶贫”三维立体

运营模式。 2016年6月，《长沙市电商扶贫
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出台，长沙投入600
万元用于扶持电商扶贫及农村电商服务
支撑体系建设， 建成电子商务服务站72
个，通过指导贫困户进行种植养殖并提供
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的方式，帮助400余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400多万元。

目前，长沙市70%以上的农业企业已
建立网上销售渠道，蜜蜂哥哥、蛋哥哥、湘
康农业等企业销售额均突破1000万元，
全市农村电子商务平台超过100家。 2016
年，搜农坊、松桂坊等电子商务平台农产
品交易额均突破4000万元。 长沙县、望城
区、浏阳市、宁乡县引进京东、阿里等全国
知名电商平台建立村级网络体系；宁乡县
被纳入国家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浏阳市
获批省级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长沙县成
为“2015———2016年中西部返乡电商创
业最活跃的10个县”之一。

中晚稻最低收购价
每50公斤136元

收购预案执行截止期为
明年1月底

湖南日报11月13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袁玉生）记者今天从省粮食局获
悉，我省于11月11日启动2017年中晚
稻最低收购价预案， 粮食部门按照国
家规定的每50公斤136元的托市价格，
收购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中晚稻，预
案执行截止期为2018年1月31日。

目前， 第一批88家中晚稻最低收
购价指定收储库点名单已经公布。省
粮食局要求各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的
库点，严格执行质价政策，持续深化人
性化服务， 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
粮”。各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重点排
查打折扣、搞变通、压级压价、抬级抬
价、收“人情粮”等行为，维护粮食市场
正常秩序，保障种粮农民合法权益。

湖南“双11”交易“逆差”说明什么

土货“触电”卖得俏

前10月我省外贸增长52.2%
出口产品以机电产品为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

10月我省CPI同比上涨1.3%
连续9个月停留“1时代”，延续物价“稳”基调

谈经论市

� � � � 11月13日， 湖南湘江新区滨江新城智慧能源中心取水泵房内， 技术人员在进行设备调试。 当天，
滨江新城智慧能源中心和洋湖生态新城智慧能源中心进入最后的调试阶段， 计划本月下旬为周边片区
居民提供集中供暖。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秦源谣 摄影报道

长沙两片区将集中供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