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1月25日 星期四
经济 23

!"

!"#$%!"&'(!")*+!",
-.

/012345+ 6789:;<.
!"#$ -+=>?@AB@CDEFGHIJ%
>?@KCLMNFOPQRSTUVW
XYZ[\]^_`abI+cdefgh
i8jkljmL+noefgpqrskt
umL+vwxy5z@AB@CD{|}
~���@�����\��+FOg8q
��kl�Bg��tuk�HBg����k�
�%gp�\tk��%�z��gKCaKB
KC�Kk����+e�{|�� ¡T
Ef¢+ £�¤¥¦§�KC¨©Eª«
¬B¡¬. ®¯°FB±²±³B´µ¶·B
¸¹º»B¼½¾¿BÀÁÂÃBÄÅÆÇÈ
��ÉÊ=ËB@¡ÌÍ.

#$%& '()*
ÎÏÐZÑÒÓ+ÔÕÖ×ØÕÙ. Ú

9ÛÜÝÞß+àáTâãäå. !%&$ -+
>?@KCLrszæçèéÆ�êëX
Óì¯�êg��í8kî 5z�êï¨�
�+ðñòóí�ôEçèéÆ¨© '$(%#
Ò+ õ�®¯¨© (()% Òî öèì¯÷ø
*(" ùúEûü+ ýøþÿ!"#�$%�
&Èp�'¿.

()vw*+,¶r@±-�.À/
0+÷ø@±-12"�345+r-±-
6789Ò: ((+& Ò�. ;U+<�Á=ý
>�?+5z@AÒg�|BCkD?+EF
GHIJKLÆM�N+OIÀPQR�S
TUVW��£Xef.

+,+- ./)0
YZ[\]+w^._U. `a£bc+

ùdef�. !"&$ -+g(g!!kg(g!,kg'g&!k
��hijkY�lmno>?+p@KC
Lqrs¨Btuvs+ÉÊw xy±²
üz )!"" ùú+ n{|}@~ =��üz
)""" �ùú+�Æ�²K�gh£k. �²�
���ý+zæE��B���B���g�
q����kE��. pL±²±³��P
�8�ø���@Ò��A\Í�.

1234 56)7
Î������+��� ¡¢£. !"&$

-+>?@¤¥¦§̈ ©ªefr@´µ¶·
��EbI«k¬+��I®¾T2B¯¾°
2B±(¾ò2+rsef´µ¶·.W²³=
´´ÂÃµ¶!¶·ø¸¹º+@´´»Y£
¼WrsJ½ )"-+ ¾2rËgãZ¿ÀÁ
ÂBÃÄUÅÆµkI´Ç.

p@ýøçèµ¶!µÈ ##$ q+ÉN

#$! q+ÊËÌ� '%-E�Cè. EFg�Í
Î=kÏÐÏµÑ|,P�N+r@ÒÓÔ
W5Õ #.# ù�Ö+×ØBSÙgVÒÈkBÚ
ÛÈ ($%% �Ö.

89:; <=)>
Ü5Ý6¤+£Ó¥Þß. àánâã+

äåæÒç. !%#$ -+>?@øèéêKC
�BëC�grX�ìíîÓ�[=ÀÁÂ
Ã¶·ïð@k+ýøgz«kÈ ## qÀÁñ
òÂÃS§+Ìó÷øËôz¾õÃ+ö÷
�Á-Òø£ÀÁùiúÌ�rsýøû
Q[\Ëü�ê. ýþef@Q�ÿ!�@
[\«"!g�!í8k��. FOgÆr#
�B$Q�FkbI%&+r-÷ø«'()
).#! *ú. +,-�¼½¾¿+r-dÔ¼
½üz #!), ùú+ �.�/¼½±-z
)$% ùúB-rz #%% ùú.

?@AB CD)E
[05122J+ ò345667.

!%#$ -+>?@KCL8U898:÷øè
;î~ A\<=>?��+ @:A>?è
;î~ABC. =@AND�EFJ+¤G *
-zæ³H[=IíÂÃ>JrÊË. K
"÷ø�¿n\L\®M-?õÃ+ öù
Òø£[\NDúNO $.* q+ [\ND
MNDÊË����ÊË�zæ�q
#%%/E��.rXÄ�P+QRõÃST
÷ø+SÆ0STýø¸¹º+®UB¼À
VWXYXZEF.

FGHI JK)L
[[z\�]K+ ^^¢~ë_`.

!%#$ -+ >?@KCLNDÝÃBg'8ka
0�Äb¸cÒ:�deVN+Ïfë>?
ghøiýjk+ øè?2lmµÁÜV
N. nUoó�.pqB-+ÉÊrsxe
Ò: '%% �Ò�+ ft #% u¤¸cÄÒÔ
e@AB @CD¾ô. rs5zÆ»C~+
!(+ �óíCDÆ*���ôE¸cmvr
�Æ»Oi+hiwG0xy:t}. ��
efghzh{kVN+Ïf¸cmv|¿}
~��+ ��¸cmv�]T¿ìO�?.
TTÄÅÂÃ+��ÄÅ¿f+rs5zÄ
Å×�g�qs�k. ÆÇÄÅÂÃ+efÄ
��3¥ô¶·. �G+ÄÒrs1���
FÅ��Ì.

!!"#$!

!"#$%&'
!!!"#$%&'() &'*&+,-

%&'()*+,-."
;>?@KCL¤�~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彭雅惠）生
猪价格从高位回落，“金猪”行情正在消失。今
天，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简称“国调总
队”） 发布数据，2017年我省生猪出栏6116.3
万头，同比增长3.3%；猪肉产量449.6万吨，同
比增长3.4%；生猪养殖头均盈利约400元，与
2016年头均盈利600元以上相比， 利润空间
较大幅度收窄。

去年4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南，在
全省掀起了一场养殖业环保治理高潮， 众多
环评不达标的生猪养殖场被关停， 大批清栏
活猪提前上市，市场供求关系受到较大影响，
全省生猪价格从二季度开始大幅下降， 月度
出栏价格最低降至13.4元/公斤，年平均出栏

价格约15元/公斤，远低于2016年价格水平。
猪价下行同时， 饲料原料价格也持续下

降，尤其是玉米价格跌速快、时间长。据省畜牧
局统计，2017年12月全省玉米、豆粕等主要饲
料原料价格基本回到2010年水平。 国调总队
依据玉米零售价格和生猪出栏价格测算，
2017年全省猪粮比在6.4∶1到8.3∶1之间，均高于
5.5∶1的盈亏平衡线。

以养殖户出栏1头110公斤的肥猪为例，
各项成本合计约1250元，以年均出栏价格计
算，盈利约400元，即使以最低月度出栏价格
计算， 出栏1头110公斤生猪仍可盈利200元
左右。 低廉的饲料原料价格让生猪养殖继续
保有盈利空间。

据统计，目前，全省大型生猪养殖户及企
业集团不断扩张， 已完全弥补散养及小规模
猪场退养带来的产能空缺， 生猪养殖继续朝
规模化方向发展，养殖结构大幅优化。2017年
末，省内生猪存栏3968.1万头，同比增长0.8%，
其中能繁母猪396万头，同比增长0.5%。国调
总队预计，2018年我省生猪市场供需保持均
衡，生猪价格将处于相对合理范围。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邓晶琎）今
天，省发改委发布了2017年与湖南居民生活
密切相关的7种粮油肉菜类重要消费品的成
本价格。其中，上涨最多的是菜籽油，每公斤
的批发成本价比2016年上涨了1.83元； 猪肉
每公斤的批发成本价则下降了0.45元。

这7种重要消费品的具体成本为：
早籼米每公斤的购进成本3.98元， 加工

成本0.34元，批发成本3.8元；
晚籼米每公斤的购进成本4.47元， 加工

成本0.34元，批发成本4.25元；
鲜猪肉每公斤的饲养成本18.42

元，运输及屠宰成本0.87元，批发成
本19.28元；

菜籽油每公斤的购进成本14.6元，
加工成本0.86元，批发成本12.75元；

辣椒每公斤的生产成本2.64元，
运输批发成本0.89元，批发成本3.58
元；

黄瓜每公斤的生产成本1.55元，

运输批发成本0.66元，批发成本2.26元；
大白菜每公斤的生产成本1.11元， 运输

批发成本0.48元，批发成本1.81元。
与去年相比， 菜籽油每公斤的批发成本

上涨1.83元，若以500克为一瓶计算，则每瓶
油上涨了近1元；早籼米、晚籼米、黄瓜的批发
成本略有上涨； 猪肉每公斤的批发成本价则
下降了0.45元，辣椒、大白菜的批发成本略有
下降。

省发改委介绍，上述7种粮油肉菜类重要
消费品，农民关心其生产成本和收购价格，城

镇居民关心其流通成本和零售价格， 经营者
关心其成本变化和市场价格走势。 省发改委
价格成本调查队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农户、
加工企业和市场的相关信息采集， 并依据全
国统一的成本核算规定，测算出了这7种消费
品的生产、加工、批发成本。

例如， 鲜猪肉成本采自省内147个养猪
场、8个生猪屠宰加工企业， 菜籽油成本采自
省内6个油脂加工企业（作坊），蔬菜成本（不
含大棚） 采自省内84个种植基
地、12个蔬菜批发市场。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程晓钢 吴辉云）国有大银行进军
租房市场，一举一动引得各方关注。22日，
来自建行湖南省分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建
行“CCB建融家园”住房租赁服务平台已
发布省内租赁房源437套；已储备、待审
核发布的省内租赁房源超过1.33万套，主
要集中在租赁供需相对大的城市，其中长
沙储备1.17万套，占比88%。

记者在手机上点击进入建行服务平
台。可看到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沙湾公园附
近的“吉联公寓”，有9套房源，月租1800
元起，建行保障100%真实房源、免佣金，
并提供了预约看房的联系方式。

省建行是省内最早进军住房租赁市
场的银行机构。2017年12月底，省建行与

省住建厅联合召开“住房+金融+互联网”
政银、银企全面合作签约仪式，宣布全面
进军住房租赁市场，通过国有大银行的公
信力，推动市场批量代售房源“由售转租”
和社会零散房源“由短变长”，让老百姓租
房多一个放心选择。

目前，省建行与省内大型租赁企业
的合作正在推进，将整合更多优质的租
赁房源。同时，省建行与省住建厅合作
的“湖南省房地产市场综合服务平台”
正在建设中。 该平台立足信息资源整
合， 将服务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需要，
还将创建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
租售、房屋征收、住房保障等社会服务
功能，实现住房租赁全生命周期的一体
化监管政务服务。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陈昊 彭
业忠 通讯员 杨木）今天，从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旅游部门传来好消息，经该州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
花垣县十八洞景区达到国家3A级旅游景
区标准要求， 被批准为国家3A级旅游景
区。

十八洞景区位于花垣县双龙镇十
八洞村，距矮寨奇观景区仅8公里。景区
内生态环境优美， 具有莲台山林场、黄
马岩、乌龙一线天、背儿山、擎天柱等风
景点，尤其是十八溶洞，洞洞相连，洞内
景观奇特，巧夺天工。景区内苗族风情
浓郁，苗族原生态文化如抢狮、接龙、打
苗鼓等传统习俗保存完好 ，“过苗年”

“赶秋节”“山歌传情” 等民俗文化活动
丰富多彩。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
思想的首倡地， 花垣县2013年以来以十
八洞村为试点，抢抓国家扶持贫困地区发
展乡村旅游的机遇，大力开展乡村旅游开
发，引入首旅集团、消费宝等旅游发展公
司， 斥资6亿元打造以十八洞村为核心的
蚩尤部落群旅游景区，突出苗族文化神秘
特色，2014年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50余
万人次。

目前，十八洞村已逐步形成了以乡村
旅游业为核心， 以猕猴桃、 湘西黄牛、苗
绣、劳务输出为支撑的“旅游+”的发展格
局，村民们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在电商冲击、零售低迷背景下，奥特莱斯业
态成为百货突围的转型之举。2017年，友
阿股份旗下的长沙友阿奥特莱斯销售逆势
强劲增长，完成年销售17亿元，增长20%。

在23日举行的友阿奥特莱斯7周年
庆典上， 友阿奥特莱斯总经理薛宏远介
绍，近年长沙友阿奥特莱斯营业额稳居全
国奥特莱斯前十强。 友阿奥特莱斯2015
年成功打开天津市场， 发展势头迅猛。友
阿奥莱第三家门店———长沙友阿城市奥
莱店已进入紧张的工程改造阶段，预计今
年下半年将开业。

奥特莱斯， 又称“品牌直销购物中
心”，指由销售名牌过季、下架、断码商品
的商店组成的大型购物中心。 数据显示，
全国以“奥特莱斯”命名的零售门店超过
300家。 友阿股份董事长胡子敬认为，随
着消费升级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正转向高端品牌消费品，零售企业应深
度把握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以及由此带动
的细分行业发展态势；奥莱行业有效地实
现了供与需的对接，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
力，但要注意做好错位竞争，同时自觉规
范奥特莱斯业态，品牌、货品的选择要有
门槛。

一头猪可赚400元
预计2018年市场供需均衡，生猪价格将处于相对合理范围

2017年湖南7种主要消费品成本发布

一瓶油上涨近1元
十八洞村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

建行搭建住房租赁平台
储备房源超过1.33万套，其中长沙占比近九成

实体零售转型亮色呈现
长沙友阿奥莱逆势增长20%

制图/刘铮铮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周月桂 王茜）
3年筛选项目3269个， 举办45场投融资路演推
介会，孵化创业项目390个，孵化人数超5000
人， 长沙高新区移动互联网柳枝行动启动3年
来成果丰硕。2018年柳枝行动首届创投年会暨
颁奖仪式20日在长沙高新区举行，数十家投资
机构、100多个柳枝创业项目负责人共200多
人参与。

柳枝行动负责人刘翔介绍， 截至2017年
底，“柳枝行动”共筛选项目3269个，举办40场
投融资路演推介会，孵化创业项目共计390个，

孵化人数超5000人，吸引一线城市回长创业人
才2500多人， 对接200余家投融资机构，48个
项目获得天使或A轮融资，融资2.5亿元。孵化
项目共创造营收2.38亿元， 实现1600万元税
收。

据了解，2018年柳枝行动新3年计划将柳
枝行动打造成一个具有自生长功能的链接器，
与资本、媒体、服务、地域等多方链接，打造成
全国独树一帜的创业服务品牌。具体创新措施
包括湖湘学院的建立、 独立创业节目的打造、
以及全球孵化等。

长沙高新区3年孵化项目390个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李萍 赵向新

“噼里啪啦……”1月23日清早，连串鞭炮
在南国药都邵东县廉桥镇前进村炸响，村民曾
玉龙刚刚装修好的公司门前聚满了乡亲，大伙
儿同贺村里第一家包装设计公司开张：“往后
咱们村里药材再也不用跑到镇上做包装了。”

南下广东务工多年后，曾玉龙萌生回乡创
业念头，却一直十分犹豫；直到听说村里用电
环境大为改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创
业，曾玉龙才下定决心。

回家后， 曾玉龙还在为公司添置设备，国
网邵阳供电公司的服务队就主动找上门来。服
务队队长周杨根据曾玉龙的实际情况，开通了
“绿色通道”，第二天上午，就将曾玉龙新公司
的供电线路全部换新。

桂东县沤江镇南华村坐落在罗霄山脉深
处，是全县出了名的供电“卡脖子”之地。两年
多前，村民张文波回到家乡，创办了一家竹筷
加工厂。“一开工就傻了眼，电压低，工厂生产
线只能开半条。”

从2016年开始，全省开始实施新一轮农网
改造升级，目标就是解决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

村的用电“卡脖子”、电压低等问题。
在得知张文波创业用电的困难后，郴州桂

东供电公司投资160余万元对南华村供电设施
进行升级改造，新增、改造变压器3个，改造高
压线路1.4公里、低压线路5.3公里。

“现在变压器已经建好， 很快将投入使
用。”张文波笑呵呵地跟记者算账，有了新的变
压器，4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开工。

“电亮”创业路的图景，在全省各地纷纷上
演———

邵阳市洞口县，养猪大户肖伟峰的猪圈接
通了动力电，具备条件增建两栋猪圈。

长沙县开慧镇，谭翼虎盘算着给创建的开
慧主题民宿添置电气设备，提升住宿环境。

娄底市娄星区双江乡，依靠村里新增的变
压器，肖艳辉的红薯片加工坊里机器全部开足
马力，迎接春节销售热潮……

农电足 创业顺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助村民创业

1月24日，泸溪县武溪镇椪柑标准示范园，技术人员为果农讲授植保无人机操作使用技
术。当天，该县召开精准扶贫农业产业化建设发展战略论坛暨10万亩椪柑基地建设项目技术
培训会，全县农业专业合作社、椪柑种植大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等168人参加。 张克宁 摄

无人机助力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