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邹靖方）今天，记者从支付宝旗下

“口碑”获悉，12月12日，全国总
共有300多个城市参与了口碑
“双12”活动。在长沙，有111万人
参与了口碑“双12”线下抢购，参
与人数在全国排名第18。

据了解，今年“双12”的优惠
力度比往年都要强。 除了商家给
出的最高五折优惠以外， 下载了
口碑APP的市民， 还可以抢到一
张折上5折券，在“双12”当天享
受一次折上再五折。在“捡便宜”
的刺激下，长沙各区市民参与“双
12”的热情非常高。从参与人数
看， 长沙岳麓区的市民参与度最
高；从人均消费金额来看，天心区
的市民“剁手”力度最大。长沙女

性人均消费比男性多了8元。据
悉，长沙有16个商圈参与“双12”
狂欢。在朋友圈，也有不少网友晒
出了付款截图，惊呼今年优惠“太
给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双12”活
动中， 长沙商家至少发出了400
万张优惠券 。口碑公司CEO范驰
认为，“双12” 是属于全国线下商
家的节日， 也是线下商业和互联
网结合，探索升级转型的尝试。在
五折优惠背后， 商家也在尝试通
过数据分析、 精准营销等互联网
产品和技术，提升效率、精准地服
务顾客。“‘双12’让大家看到了线
下商业的爆发力， 也让商家看到
背后互联网技术、 数据对商业的
影响和推动。”

长沙商家“双12”
发了400万张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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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张泽鹏） 记者今天从省经
信委了解到，入冬以来，受上游资源供
应不足和天然气新增需求大幅增长等
多种因素影响， 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
已由北方波及到我省。目前，我省已就
天然气供需问题进行安排部署， 相关
部门、企业展开应对行动，确保我省天
然气稳定有序供应。

据介绍， 全省天然气需求峰值目
前保持在1100万方/天左右， 去年同
期为751万方/天，同比增加了46.5%。
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资源调配，中

石油调配到湖南地区天然气资源从
10月的660万方/天增加到11月的800
万方/天，并在12月增至850万方/天左
右，已超出去年同期供气量。

然而缺口仍然存在。 目前全省平
均日供应缺口约为200万方， 最高日
供应缺口达到250万方左右。

近期， 燃气供应企业高价采购
LNG（液化天然气）应急，将天然气供
应不足影响降到最低。

随着我省气温进一步降低， 预计
需求最高峰将达到1200万方/天，供
应缺口将再拉大。今冬明春（2017年

11月至2018年3月），我省天然气需求
总量预计约为15亿方，目前我省落实
天然气量计划仅为13.6亿方， 供需形
势严峻。

省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协调增加
资源供给， 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部
署， 要求相关市州做好天然气供应紧
张情况下的应急工作。 省经信委协调
和督促燃气企业继续采购LNG（液化
石油气）供应管网，全力保障居民基本
生活需求； 组织相关市州经信部门和
燃气公司协调动员当地部分有双能源
供应的企业主动让气， 通过错峰适当

压减非民生类普通工业用户用气量，
合理分配资源。

目前，我省已启动全省天然气应急
预案，发布全省天然气黄色应急预警信
息。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阶段，
在优先保障重要单位和民生用气的前
提下， 主要采用组织工业企业错峰用
气、避峰用气等措施，努力减少天然气
需求缺口，并继续组织使用双能源的企
业主动让气；指导各地燃气企业对使用
天然气壁挂炉采暖的用户，采取一定的
限供措施， 重点保障民生基本需求。同
时，倡导全社会节约用气。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林俊）在不少消费者看
来，进口的商品虽然价格贵，但质量
过硬购买放心， 事实果真如此吗？湖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今天发布信息
称， 我省2017年目录外进口商品监
督抽查情况显示， 共抽查进口产品
128批，其中不合格36批，不合格率
28.1%。 从监督抽查的结果来看，与
消费者密切相关的进口商品质量状
况不容乐观。

据了解， 目前我国的进出口商品
分为目录内《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
施 检 验 检 疫 的 进 出 境 商 品 目 录
（2017）》和目录外两大类，其中目录
内的商品实施必检， 目录外的实行抽
样检查。今年，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针对近年来质量问题频发、 消费者反
映强烈、 媒体关注度高的进口消费类
产品加大了抽查检测力度。

抽查情况显示， 不合格情况主要
有：刹车片的产品和包装信息不合格，

功能性服装的抗紫外线不合格， 食品
接触产品的热抗震性不符合标准要求
和银渗出超标， 箱包的振荡和冲击性
能不符合标准等。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进
口商品不合格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
是有的国外生产商对我国强制性标准
缺乏足够关注， 尤其是标记标识不规
范， 其标注的成分含量存在误导甚至
欺诈消费者的现象； 二是部分进口服
装原产国的产品质量控制、 生产制造

水平比较低， 质量难以达到我国标准
要求。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醒广大
消费者，理性选购，不迷信进口产品；
尽量从正规渠道购买，避免买到假货、
仿货； 选购时要注意留心产品的标识
标签，获取产品的有用信息，信息和产
品不符的尽量不要购买； 选购后注意
保存好收据、发票等购买凭证，以便在
发生产品质量纠纷时有效保护自己的
权益。

湖南日报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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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 湖南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5.1%，涨幅
较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

生产资料价格涨势放缓， 是压低

PPI增幅的主要原因。11月，我省生产资
料价格同比上涨6.5%，其中，采掘工业、
原材料工业价格涨幅均回落至年内最低
水平。这一价格变化传导到下游领域，全
省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仅上涨0.7%， 涨幅
亦回落至今年以来最低，其中，衣着、耐

用消费品价格出现同比下降， 显示出下
游需求平稳、无明显改善。可见上游生产
资料价格波动，仍主要是受去产能、环保
限产等政策因素的影响。

回顾历史数据， 从今年1月开始，
我省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涨幅持续高

于出厂价格，呈现价格倒挂现象，11月
份， 全省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
涨6.0%，倒挂依然延续，但两者的“剪
刀差”收窄至0.9个百分点，为今年以
来最小差值，这意味着，尽管工业企业
盈利依然承压，但状况正在改善。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陈淦璋）时值寒冬，雾霾、雨雪、冰
冻等恶劣天气多发， 施工作业条
件恶劣，市政设施运行压力增大。
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 该厅
下发了《关于扎实做好岁末年初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的通知》（简称《通知》），要求各地
切实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感。

《通知》要求，各地要重点强
化对深基坑和高切坡、 外脚手架
和支模架、建筑起重机械、施工现
场临时用电、 消防安全等重大危
险源的检查监控， 组织对在建房
建市政工程项目逐项排查， 督促
消除安全生产隐患。

《通知》指出，坚决杜绝违反
建设规律盲目抢工期、 赶进度的
现象，对非法违法工程、施工现场
关键岗位人员（含分包单位人员）
不到岗履职、 无方案或不按论证
审批方案强行施工、 以及存在重

大质量安全隐患的项目要坚决予
以停工。对冬季停止施工的项目，
停工及复工前要进行安全生产条
件核查， 重点检查施工现场塔吊
等大型设备、施工用电、临时设施
等方面安全隐患。

《通知》强调，各地要组织力量
加强对城市供水、供气、排水与污
水处理、垃圾收集处理、城市道路、
桥梁（隧道）、户外广告、市政照明、
地下综合管廊等市政公用设施及
配套、附属设施运营的安全排查，
及时跟踪督办， 抓好问题隐患整
改落实。

省住建厅将结合季度督查、
专项检查等， 对各地岁末年初安
全生产工作开展明察暗访。 对工
作不落实、问题隐患突出的地区，
将予以全省通报； 导致事故多发
或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 以及造
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将严肃
问责。

天然气供应紧张，目前平均日供应缺口约200万方

我省力保民生用气
相关部门、企业展开应对行动，倡导全社会节约用气

进口商品质量不容乐观
近三成目录外进口商品抽查不合格

11月我省PPI同比上涨5.1%
工业企业盈利承压状况正在改善

省住建厅要求各地抓好岁末年初安全生产
杜绝盲目抢工期赶进度

12月10日晚9时，长沙市韶
山路雨花亭路口， 夜宵摊贩占
据十字路口的交通安全岛做生
意， 过往行人只能站在马路车
流中等候绿灯通行， 容易发生
交通事故。 夜宵摊贩如此行为
不应该， 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管
理。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图片说事

岂能
如此摆摊？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琴琴）近日，株
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B型）验
收事项获海关总署批复。批复称，
该中心（B型）0.159平方公里范
围的隔离设施、 卡口设施及相关
配套设施，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中心（B型）
的暂行管理办法》及《保税物流中
心基础和监管设施验收标准》的
规定和要求，认定验收合格。

株洲铜塘湾保税物流中心是
继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之后，
全省第二个B型保税物流中心，
经海关总署批准建设， 由株洲市
国投保税物流经营有限公司经
营，具有保税仓储物流、国际物流

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物流
中心出口退税等功能。今年9月8
日， 该中心顺利通过财政部驻湘
办事处、长沙海关、国家外汇管理
局湖南省分局和省国税局联合验
收。

据了解， 株洲铜塘湾保税物
流中心（B型）接下来将进行封关
运营， 成为株洲一个可持续吸引
国内外物流企业进驻发展的平
台， 能有效就近解决当地从事出
口加工生产制造企业和进出口贸
易型企业的出口退税、 保税等问
题，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丰富株洲
物流业态， 推动株洲物流产业升
级。目前，已有8家企业签订入驻
协议。

海关总署批复认定
株洲铜塘湾
保税物流中心（B型）验收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