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6月19日 星期二
经济 06

! "#!

!"#$%&'()*+,,-./0
12345678)9:45;<=>?@
ABCDEF ! G " H #$ G %& HIJ)
KL0126"'( MNOPQR345;<=
>6ST )(%" UVWXYZ6[\KL01
23 ]^_IJ`Nab=>6 cdNe
"(( Mfgh * iF jklmn

!"#$
=>op6q] r̂L012s)]+_6

tu.v+ww-sxyz{|7}+8~�
��;<��������>� �{|��
;<������� %�12�6�{��F
12����ab )(%" UVWXYZ�
�6��ab�� %�12�FbE��S�
)]+_����R��)abNeF

%&'()*+
�� )(%" UVWXYZ)��6� 

¡ab)¢£¤Ne¥¦jklmn
+%,§¨©abnab§¨©)�R6ª

`b«�R)�>�¬�R� %'' Mf
)NO�

+),®¯�abnab����H°±²
g³ µ́��)S¶°·¸¹¸ºµF ª`b«

»Hª`��S¶)]+_��ab¼½
�R»HabNeF �HabNe¾�
)' Mf)NO6®¯�¿d� -'' Mf
)NO�

+-,ÀÁ� %."/abnR4¸mÂ�ÃÄ
ab6abÅÆÃÄ��)S¶°·¸¹µ�ª
`bEÃÄª`ÇÈ��S¶)]+_�
�ab¼½�RÃÄabNe���ÃÄa
bNO� &( Mf6¿d� %(( Mf�

+0,ÀÁ� %.0/abnR4¸mÂ�ÃÄ
ab6abÅÆÃÄ��)S¶°·¸¹µ�ª
`bEÃÄª`ÂÈ��S¶)]+_�
�ab¼½�RÃÄabNe���ÃÄa
bNO� &( Mf6¿d� %(( Mf�

+&,ÃÉ�abnR4¸mÂ�ÃÄa
b6abÅÆÃÄ��)�R� ª`bEÊ
Ä���R)]+_��ab¼½�RÃ
ÄabNe� ��ÃÄabNO� &( M
f6¿d� %(( Mf�

+!,cÉ�abnabcÉ�)�R� ª
`bEcÉ��R)]+_���ab¼
½�R� %(( Mf)NO�

%&,-
§¨©¸®¯�abËÌIÍ6SÎ³

´¾7��H°²g³´µ)ÏÈ��Ð %
®³� ÀÁ� %."/ab¸ÀÁ� %.0/ab¸
ÃÉ�ab¸cÉ�ab)IÍ³´Ñjk
��ÒÓÔÕÖ×ÉÕ6abSÎ³´Ø�
¾�Ù��)ÏÈ��I�Ð % ®³�

%&./"*012
Ú«����)ab6ÛÜÝÞ�ß¯

TS�6àÝÞÖ�áÚ«â�abãäa
b¼½°�åæµ6§¨©çè6§¨©Û�
ab��� ª`bE)]+_6é±êcæ
¼)ab¼½dë�¼NO�6ì���
�]+_)ab¼½RíNO�� îln
ï]+_ %( åab¼½bES�6ð¾ %(
�?Ôæ¼6�±ê�¼NO�) %( å
R�NO��

ñ¼n�RabòóôõWö©)�R�

*034
��ab)��9÷SÎÖ6øØéC

D?ÔabS�)Ødìùú6 û $ G %&
H�>SÎÖ6NOéØ�üý�

þ�ab�>ª`ÿ!)� "(( M
fgh * i6é� $ G %& Hª`ab�>
SÎÖ6Ø�ý"EN_�

Q#$%>&' ^�ÊL0126�(
)*XYZ+, !!"#"

C- ! G6ç./45)v+�I8.L
012söB0è6123¼456 !G )&H
�é78No) !1-M9f):;WöN<,
1@=>v+.?XYs@A0B6âCDE)
öN�'FGH6@IJ)KLm6MNOP
Qv+E%6RS.T�UV)WXöN�

YU 0G )! H6:;WZ )(%"(0$ oI
N6 [h\[]>^Ev@_<`a)
0-(0&()!æ¼bE! %¼�PN6 Nc !1-
M9f�Nd7.��eo¸Â�eo¸��G
Ö6öN�'Íf$`!O6g´6=>v+#
t7hi¸jk¸lmP¢£nno@6p*q
8N45Hor)rs6tuvá¾=>+5
)wNcxéy×z{|6$}~öN�'O
P.6HÐ6FGH�#EN+8!O@Qv
+E%)8N�� â#��ö��>òË�

�)6FGH2��Þ�+�6�NÌ�
]^+86àò2�ov��«ENz�6ä
0]^)z�2�Þ6 ����UVv^.
��z�� 0 G )! H»�6 FGH^7
0-(0&()! æ¼b6~.���.>cs6��
³�Þ.�¼:;W6 0Öé+8�@�E

1$�.� 7.Â�6�ÆE��UV^+8
)æ¼bE.:;W�PN6 �#���I
~�n.t õ1EöN.6 t^+8)3�
¡!.�PN, s»³)�¢9$`Æ£~U
V123�.WX�s, ¤~ÐÂ�6FGH@
�¥¦h§)³¨6 ©"Æ�ª)+8v«
E()6�¬¬®�«ENz�6.�ÆsE
ýO6 â¯+8E°N`¬+8E.:;W
�PN� ±²096�³4l´.�m8N³
µ¶8N·¸6Z��6¹@ºJ)KLm)
~Qv+E%6RS. !1- M9f)»N�

.¼%s)FGHë2�UV)½PÌ¾
"¿ö+�4.H>)�À6 +8^Á)Ö
ÂÃÄÅ�6ì¤³�«z�6áÆwN)Ç
·ýH� È°6E:;W�PN)ÉÊ2�Ë
ÌÍMR0�6E.372�ö)WXÎ,

!$ %"

!"#$%&'!"" ()*+,-
!"#$ !"#$%&' %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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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孙晨晖 肖江杨

由省贸促会主编的《2017湖南
会展业发展报告》近日发布。该《报
告》 显示，2017年湖南共举办展览
及会议节庆活动846个， 较上年增
加86个，同比增长11.32%；会展经
济实现直接收入近30亿元，同比增
长15%。

2017年，我省会展业办展特色
如何？哪些方面仍需进一步努力呢？

市州办展势头强劲
“一中心四板块”格局呈现

据介绍，2017年， 各市州切实
落实促进会展业转型升级的各项政
策，以长沙为中心，长株潭地区、洞
庭湖地区、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会
展业协调发展的“一中心四板块”会
展业发展格局初步呈现。

2017年，长沙举办大型展览会
的数量超过一半， 占比达54.88%，
株洲、常德、衡阳、郴州、岳阳、邵阳
分居其后，总占比32.2%；在节会方
面， 长沙以外的其他地区举办节会
的数量总占比超过50%， 会展业区
域差距逐渐缩小。

各市州根据自身经济、 人文和
区位优势， 举办了一系列极具地方
特色的展会， 如在郴州市举办的第
五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
会（以下简称“矿博会”）、在株洲市
举办的2017湖南服饰产业博览会、

在张家界举办的2017联合国际论
坛、在衡阳市举办的2017中华茶祖
节·南岳茶文化节等。

发挥会展联动效应
促进优势产业集聚发展

会展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
擎之一。据介绍，2017年，我省会展
业充分发挥联动效应与营销功能，
与相关优势产业融合发展。

湖南拥有11个千亿产业，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和工程机械已成为中
国制造的亮丽名片，食品、新材料、
文化创意、旅游等各有特色。我省通
过举办2017中国（长沙）国际工程
机械配套件博览交易会、第八届“湘
博会”、 第五届矿博会、2017中国
（湖南） 国际轨道交通产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国际轨交会”）、2017中
国（长沙） 国际智能制造博览会、
2017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以下简
称“食餐会”）、中国（醴陵）国际陶瓷
产业博览会等地方性特色展会，促
进了优势产业的集聚发展， 显著提
升了城市及产业知名度。

部分展会充分运用“双线会展”
模式的优势， 把线下的大型活动同
步至互联网进行展示和宣传。如
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首次推出的“农博优品”网购平台，
使线上交易和线下实体企业融合升
级， 市民可足不出户，24小时挑选
荟萃全国的农产精品和来自五大洲
的“洋土产”。

会展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
“一带一路”市场前景广阔

我省会展的国际化程度不断
提升， 长沙成为全国性会议和国
际性会议的首选地之一。2017
年，我省承办全国性会议167次，
承办国际性会议110次， 且绝大
部分在长沙举办。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湖
南展会常客。2017中国（湖南）国际
轨交会、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
会、2017湖南（长沙）装配式建筑与
建筑工程技术博览会、 矿博会、移
动互联网岳麓峰会等展览会议，境
外参展参会客商均在10%以上。

2017年11月28日至30日，
2017湖南（长沙）装配式建筑与建
筑工程技术博览会，邀请了“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政
府部门、专家学者、行业机构和知
名企业近200位境外嘉宾参展。这
是建筑湘军“走出去”的一个缩影。

展馆建设可圈可点
品牌展会仍待扩容

2016年11月，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竣工开馆， 改写了湖南办不
了大型展览的历史，2017年，其
被评为“中国十佳会展中心”。随
着郴州会展中心、新省博物馆、梅
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醴陵陶
瓷谷国际会展中心、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会展中心等

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湖南展馆面积
达到近80万平方米，成为国内专业展
馆总面积排名靠前的省份，具备了承
办各种大型以及超大型展会的能力。

但我省会展业仍存在展会档次不
高、国家级品牌会展少等问题。目前，我
省国家级品牌展会仅有4个，即矿博会、
湘博会、食餐会、金鹰节。而中部其他5
省基本上都有5个以上。2017年， 湖南
省内共举办规模以上展会410个，其中
国际性展会仅27个，占比6.59%；全国性
展会21个，占比5.12%。

2017年， 长沙市展会项目仅225
个， 而武汉、 南昌分别为723个、310
个。特别是新建成的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利用率偏低，2017年仅承办了全省
4.9%的展会。

数据显示，我国会展综合实力已
位列世界第二，中部各省也都在抢抓
机遇大力发展会展经济。省贸促会发
展研究部有关负责人认为，我省若要
建设成为中部会展高地，壮大、提质、
引进一批品牌展会，是当务之急。

进一步壮大现有的国家级品牌
展会，如将湘博会（又名湖南省农业
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产品博览
会）转型为综合性展会，提升矿博会、
食餐会的国际元素， 借力金鹰节，配
套举办一个国际性的文化创意产业
博览会。

争取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将
中国（湖南）国际轨交会、中国中部（湖
南）农博会升级为国家级品牌展会。

积极争取国家级展会项目落户
湖南，如专业类世博会、世园会等。

通讯员 卢静 詹薇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扫扫二维码，就可以追溯这些
黄瓜、辣椒的生长过程，吃得放心。”6
月11日，在桃江县浮邱山乡白家河村
源益农业综合开发公司蔬菜基地里，
公司负责人龚树国掏出手机，扫描蔬
菜包装上的二维码， 蔬菜生长地块、
种植时间等信息一目了然。

1993年出生的龚树国原来在外
地打工，2013年回到家乡创业。 他走
家串户收购农家土鸡蛋、梅干菜等土
特产品， 上网售卖， 掘到了“第一桶
金”。

白家河村临近桃江羞女湖湿地
公园，土壤呈砂质，当地历来有种植
蔬菜的传统。2016年， 龚树国牵头成
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后又成立公
司，发展特色蔬菜产业。

“我们种出来的蔬菜口感好，最主
要的是绿色健康，吃得放心。”在蔬菜
种植上，龚树国走的是绿色发展之路。
他说，“我们的蔬菜都是施有机肥，用
环保酵素、生物制剂、防虫灯等。同时，
建立蔬菜二维码溯源系统， 使出售的
每件蔬菜都有独一无二的二维码。”

在向记者展示蔬菜二维码时，龚
树国的手机不时发出“叮咚”的声音，
这是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蔬菜的提示
音。龚树国说：“通过移动互联网，现在
我们的蔬菜销售到了长沙、海口、乌鲁
木齐等省内外30多个城市。” 他介绍，
原来白家河村种的蔬菜主要是卖到桃
江县城和益阳城区， 现在市场越来越
广，收入大幅增加。每亩蔬菜投入的成
本虽增加了1000元左右，但收益比传
统种植方式增加了5000多元。 过去，
种1亩辣椒只能收入1万元左右， 现在
可达1.5万元。

湖南会展，亟待更大进展
权威人士认为，壮大、提质、引进一批品牌展会，是当务之急

稻虾养殖
助农增收
6月17日， 岳阳市屈原管理

区凤凰乡磊石村稻虾养殖综合基
地， 养殖户将收获的小龙虾搬运
上岸。近年来，屈原管理区大力推
广稻虾养殖，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目前， 该基地养殖户平均每亩小
龙虾单产可达100公斤以上，综
合增效3000多元。今年全区计划
发展小龙虾养殖面积5万亩，并
引进小龙虾加工厂， 提高产品附
加值。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硕士回乡卖杨梅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周悦伊

蒋玲玲又卖杨梅了。
6月上旬，靖州杨梅红了。在北

京工作、今年31岁的硕士毕业生蒋
玲玲， 向公司请了两个星期假。干
啥？卖杨梅。

“我通过网络，让靖州杨梅走出
大山，远销北京等地，俏得很。”6月
11日中午，记者在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坳上镇木洞村见到蒋玲玲时，
她正带着几个小伙伴， 挑选优质鲜

梅装篮。从鲜梅采摘、接单、装箱
到发货，她全程参与并把关。

蒋玲玲是木洞村人， 她家种
了40亩杨梅。在木洞村，杨梅是
大部分村民主要经济来源。 蒋玲
玲从小立志走出大山，通过努力，
考上了中南民族大学， 后来又考
上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硕士研究
生。硕士毕业后，她选择在北京发
展，从事政府公共事务决策咨询。

蒋玲玲说， 回乡卖杨梅， 关乎
钱，也不关乎钱。她读小学时，常跟
挑着杨梅的母亲去县城摆摊。“炎炎
夏日， 母亲赶路时汗水湿透了衣
服。”蒋玲玲说，这个场景一直刻在
她心里。那时杨梅虽甜，但卖不起价
格。她想着等她长大了，一定要努力
帮助乡亲们，把杨梅销出大山。

为帮梅农将杨梅卖出去， 近几
年，当地政府一直在努力，举办了杨

梅节等推销活动。2015年， 靖州杨梅
进北京。蒋玲玲第一时间申报成为志
愿者，负责会场布置和宣传，“当时我
非常兴奋，家乡的杨梅终于在期盼中
走出了大山。”

2016年，蒋玲玲注册了一个微信
公众号，宣传靖州杨梅。去年，她牵头
制作了一个靖州杨梅文化节的视频，
在网上一下火起来。当年，她通过网
络，共帮助乡亲成功卖出杨梅2500公
斤。

今年，蒋玲玲已销售杨梅2000余
件，销售收入5万元左右。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郭萍）近日,中国人寿工作
人员为家住常德临澧乡下的被保险人
蒋某、吴某送去了“扶贫特惠保”理赔
金，及时缓解被保险人的困难。借助商
业保险力量，全力助推脱贫攻坚，中国
人寿目前已在我省92个县市开展“扶
贫特惠保”工作，为220万名贫困户承
保，总保额达4620亿元。

“扶贫特惠保”具有保费低、保额
高、保障全等特点，保险对象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成员， 保险期限1年，贫

困户家庭成员发生意外伤害、 自然灾
害和大病住院，均可申请保险补偿。自
然灾害保险保障最高补偿金10万元，
意外伤害和大病保险补充保障最高补
偿金均为5万元。

如何找准保险服务扶贫开发的突
破口和着力点， 是当前保险行业的一
项重大课题。 作为国内最大的寿险公
司，中国人寿通过创新保险机制，丰富
保险产品，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量身打
造了“扶贫特惠保”产品，进一步提高
贫困人口抵御风险能力。

送保险理赔款“下乡”
中国人寿为湖南220万名贫困户承保“扶贫特

惠保”，总保额达4620亿元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刘永涛）
银行理财市场年中效应显现。 进入6
月，揽储竞争更为激烈，银行不断增加
理财产品发行量， 收益率连续两周上
涨。业内预计，6月下半月，资金价格存
在上涨压力，银行理财、互联网宝宝理
财收益率或将小幅走高。

融360监测的数据显示， 上周（6
月8日至6月14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2212款，较前一周增加了210款，创近
一个月新高； 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82%， 较前一周上升了0.02个百分
点，连续两周走高，不过幅度不大。

据统计，上周共有40家银行的平
均预期年化收益率在5%以上，较前一
周多了4家，其中城商行有25家。

省内银行理财专家表示， 月中资

金面略微紧张， 不过央行加大在公开
市场的净投放，维持资金面平稳趋势，
市场利率上涨不明显。 进入6月下半
月，季末效应预计会凸显，资金价格存
在上涨压力， 届时银行理财收益率或
将继续小幅走高。

记者走访长沙多家银行网点发
现，为冲刺季末月末揽储，部分银行除
提高收益率， 还加大了短期限产品和
保本产品的发行数量。

不过， 自4月27日资管新规落地以
来， 由于规定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最短
期限不得低于90天，同时不得承诺保本，
这两种类型的理财产品总发行量呈下降
趋势。据统计，一个多月来，3个月以内理
财产品占比下降了6至7个百分点， 保本
理财产品占比下降了6个百分点左右。

银行理财收益连续两周上涨
40家银行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超过5%

湖南日报6月18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王志平）近日，泰康人寿湖
南分公司迎来16周年庆典。 成立以
来， 该公司坚持质量与速度并重，规
模与效益兼顾， 实现了稳健快速发
展。截至2017年12月31日，泰康人寿
在湘开设机构189家， 累计实现规模
保费逾260亿元，支付保险理赔金近6
亿元，纳税近3.9亿元，为逾百万个人
客户提供保险保障和优质服务。

近年来，泰康人寿在湘大力推行康
乃馨重疾先赔、小额快赔等创新服务模
式，着力推进健保通直付式理赔，让理

赔零申请，让客户免等待，为客户提供
安心、便捷、实惠的理赔服务体验。

此外， 该公司打造客户私享增值
服务，建立了以客服节、理赔节、新生
活贵宾俱乐部等为核心的增值服务体
系。其中，总经理接待日、少儿书画大
赛、义诊下乡、育儿亲子教育讲座、口
腔健康科普讲座、 花艺沙龙等活动成
为客户喜闻乐见的特色增值服务。

泰康人寿在湘还开展捐建贫困山
区小学“泰康图书室”、定向资助失独
家庭等公益活动， 累计向社会捐赠款
物价值逾170万元。

泰康人寿入湘16年

累计支付保险理赔金近6亿元

“二维码”扫出蔬菜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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