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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金手指”
村民增收入
9月13日， 嘉禾县广发镇乌泥塘

村，果农采摘“金手指”葡萄上市。 近
来，该村果农引种的“金手指”葡萄进
入全面成熟期， 每天吸引着众多游客
前来采摘。 近年来，该镇着力发展绿色
生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带动“一
村一品”经济产业，为村民拓宽了增收
致富渠道。 黄春涛 摄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红烧肉、青椒猪肚、脆
笋炒肉……这些餐桌上备受欢迎的
菜品，不用费时费力炒制，只需打开
包装解冻、加热、装盘，即可轻松享用。
目前我省规模预制菜加工企业超过
100家，去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超100
亿元。 2018年湖南省预制菜产业产销
合作对接会今天在长沙举行。

预制菜加工业是一种新型业
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

以定量化、标准化、机械化、自动化
加工代替传统手工制作方式， 实现
菜品加工生产。 我省预制菜加工业
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 目前涌现出
一批行业龙头企业。

湖南佳宴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前
还是长沙浏正街上一个3平方米的卤
菜摊，如今已成为中国宴席预制菜标准
化研究基地，创新研发出百余种特色菜
品，产品进入全国10万多家餐厅。

“预制菜产业这几年发展很迅

猛。 ”长沙市彭记坊食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孟君介绍， 公司去年产值1.7
亿元，同比增长四成以上，今年有望
突破2亿元。 为兼顾菜品的安全和口
感， 彭记坊目前投入2条液氮生产
线，5分钟即可将温度降至零下196
摄氏度，实现速冻。

“省经信委将以实施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为抓手，
支持企业提升技术研发、创意设计、
中高端制造、 品牌运作和市场竞争

能力， 促进湖南预制菜产业加速发
展。 ”省经信委副主任黄宝林介绍。

本次对接会由省经信委主办，
湖南农商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33家省内重点预制菜加工企
业携肉类酱卤预制菜、 蔬菜类预制
菜、地方名菜（湘菜）预制菜、大众消
费预制菜进行现场展示。

对接会上，16家省内外企业签订电
子商务、购销、投资等8份意向合作协议。
本次活动共达成各类合作意向30个。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曾研)今天，寻找“第三道湘
菜” 活动组委会在2018中国国际食
品餐饮博览会上宣布， 红烧汉寿甲
鱼、毛氏雪花红烧肉、浏阳黑山羊炖
粉皮、三合汤、原创糊辣肥肠等5道
湘菜获得寻菜活动评比最高级别的
“特金奖”。

湘菜作为我国八大菜系之一，
最常见、 最具代表性的两道菜品莫

过于剁椒鱼头和辣椒炒肉。 由省商
务厅、省畜牧水产局联合指导，省餐
饮行业协会、 省兴湘产业经济发展
中心联合主办的寻找“第三道湘菜”
活动，自今年4月开始，活动组委会
走遍三湘四水，用眼睛发现、用舌头
品尝，探寻湖湘大地特色美食，最终
选择46道菜进入总决赛。

11日，寻找“第三道湘菜”活动
在高桥国际商品展示贸易中心举行

总决赛，厨师们现场烹饪，湘菜大师
王墨泉、许菊云、聂厚忠等担任评委
并现场点评。

在总分100分的评比选项中，总
决赛之前举行的“谁是‘第三道湘
菜’食材”网络投票项占到15分，今
天现场由湘菜大师们评审的“第三
道湘菜”的味感、质感、观感、营养、
食品安全、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6项
共占60分， 烹饪选手们现场实操评

审项占10分， 由餐饮门店老板、“吃
货代表” 等组成的大众评审代表评
分占15分。

在5个“特金奖”菜品之外，活动
组委会还评选了黄贡椒脆肚、 东安
鸡、 野山茶油黄焖鹅等25个金奖菜
品以及16个名优菜品。 沙子岭猪、溆
浦鹅、汉寿甲鱼、石门土鸡、浏阳黑
山羊、临武鸭等6种食材获评最受欢
迎湘菜名优食材。

湖湘预制菜“热”了
全省规模预制菜加工企业超100家，年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

谁是“第三道湘菜”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金慧）随着
时代的发展，老字号企业如何适应消
费升级、取得新的突破？ 在今天开展
的2018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上，
火宫殿臭豆腐、杨裕兴的面、沙利文
糕点……这些老长沙人童年的记忆、
家乡的味道集体亮相，推广湖南老字
号品牌，寻求“老字号”发展新机遇。

“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
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
明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
好信誉的品牌，发展老字号品牌也是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老字号的品牌培育和发展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发挥市场、企业、政
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在上午举
行的创新发展峰会上，商务部流通业
发展司副司长尹虹发表主题演讲提

出，只有树立新的理念，不断拓展新
的产品，开发新的工艺，发展新的模
式，老字号才能适应新时代的发展。

作为民营企业，京东集团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实施“互联网+老字号”
工程，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创新“老
字号”零售方式。本次展会期间，商务
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联合京东超市
共同举办了“品牌传承，无界零售”中
华老字号线上线下推广活动，引导老
字号与电商平台对接，促进老字号的
消费与升级。

会上， 省商务厅流通发展处处
长王峰介绍，目前湖南拥有81家老字
号企业，其中由商务部授予的“中华
老字号”20家，省商务厅授予的“湖南
老字号”61家，“目前我们已经启动了
第四批湖南老字号认证， 有望在今
年突破100家老字号品牌。”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黄利飞）
三一重工9月12日晚公告， 公司拟参
与设立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 基金规
模为40亿元，存续期为10年。 基金投
资领域及方向以物联网、智能制造、互
联互通等先进技术为代表的工业项
目。

该基金以有限合伙的形式成立，
长舜（广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作为普
通合伙人认缴24亿元，三一重工作为
有限合伙人认缴8亿元， 广州市新兴

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
合伙人认缴8亿元。长舜合伙与三一重
工同属三一集团下属企业。

该基金的投资方式以股权投资为
主，项目投资阶段主要集中在PE(私
募)、Pre-IPO(企业上市之前)等阶段。

三一重工表示， 公司参与投资工
业互联网产业基金， 有利于增强公司
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
等方面的技术储备和运用， 加强公司
智能化、数字化的推进力度及进程。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王乐）注入金融活水，支持实体
经济。 9月11日，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
走进长沙金霞经开区， 为湖南金霞发展
集团意向授信不低于50亿元， 并与8家
园区企业签署银企合作协议， 助推企业
发展。

长沙金霞经开区是我省唯一专注现
代物流业的产业园区，今年前7月完成规
模工业总产值（含物流）269.18亿元，完
成税收总额15.52亿元。华融湘江银行致
力于打造区域内“对公业务主流银行”，
通过进园区和上市公司专项活动， 全面
对接我省118家园区， 为园区企业提供
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 推动园区产业做
强做大。

截至今年6月末， 华融湘江银行总
资产3277.57亿元， 吸收存款2336.75亿
元，各项贷款1699.39亿元，主要经营指
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在湖南省金融机构
中排名前列， 在全国城商行中综合排名
第24位，主体信用评级AAA。

� � �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曹娴）
日前召开的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
作会议透露，今年10月，省市县环保
部门将开通环保微信有奖举报窗口，
与环保举报热线12369并网使用。

据介绍， 政务新媒体已经成为生
态环境部门开展生态环境信息传播
和舆论引导的“标配”工具，目前省环
保厅和14个市州、85个县（市、区）环
保局已建立微信公众号， 初步构筑起
以“湖南环保”为龙头的全省环保新媒
体矩阵。

省环保厅党组书记、 厅长邓立佳

介绍， 为营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良好舆论氛围， 全省各级环保系统要
建立健全舆情监测平台和处置机制，
明确处置程序和责任，及时报告、快速
反应、妥善应对。建立舆情反应的问题
调查核实机制， 对涉及本区域本领域
的问题深入调查核实， 反映属实的要
依法查处、认真整改；不属实的要将问
题调查清楚， 实事求是地向网民和媒
体反馈沟通。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新闻
发布制度。开设好新媒体举报窗口，并
加快完成受理、处置、奖励等配套制度
建设。

“老字号”迎来发展新机遇

三一重工拟参与
设立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

投资领域为物联网、智能制造、互联互通等

金融活水助推
园区产业发展
华融湘江银行为金霞发展

集团意向授信不低于50亿元

我省环保系统10月起
开通微信有奖举报窗口

陈淦璋

土拍市场由夏入秋， 热凉转
换，也就在一个月之间。

从8月首度出现 2宗地流拍
（分别位于望城区、雨花区），到9
月12日上演的“年度土拍大戏”平
淡收场， 长沙土地拍卖也紧跟上
了全国节奏。近期，上海、杭州、南
京、 太原等城市的土地市场明显
降温， 有的甚至出现了优质地块
全部流拍现象。

12日， 长沙湘江新区核心区
域6宗优质地块齐齐亮相，地理位
置较好，位于梅溪湖、洋湖板块，
起拍价均超过4.5亿元。

然而，约半个小时的拍卖“剧
情” 里没有出现高潮，066号、068
号 、069号 、070号等4宗地均以底
价成交，仅067号地、071号地出现
了数轮竞价 ， 最终溢价分别为
10%和7%。

吸引业界目光的是 ,6宗地中
有一半为湖南梦想置业开发有限
公司摘得。而这家房企，属于湖南
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企业， 负责湘江新区的土地一级
整理向房地产二级开发业务的延

伸和拓展。
随着房企拿地趋于理性 ，昔

日激烈竞拍的景象不再。 以此次
底价成交的068号地为例，地段不
可谓不优， 其一街之隔即是2016
年底历经114轮疯抢、最终溢价达
180%的梅溪湖 “B39”地块 。当时 ，
“B39” 地块宣告长沙楼面地价首
次突破每平方米9000元。

而此次的068号地作为“限房
价 、竞地价 ”地块 ，楼面地价为每
平方米6000元， 限定住宅销售最
高为每平方米1.1万元。 在业界看
来，随着楼市调控加码升级，房企
也更加注重权衡其利润空间 ，是
否参与土地竞拍、 如何参与土地
竞拍，房企自然会三思而后行。

对长沙而言， 土地市场降温
已成定数， 住宅市场也难见繁荣
景象。 有研究机构统计，9月第一
周， 长沙内五区一手住宅的成交
套数、成交面积，环比分别下跌了
19%、16%。

中央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多
地房价已开始出现松动 。 “金九
月 ”况且如此 ，长沙房价今后是
否会出现新的变化 ，值得拭目以
待。

谈经论市

长沙土地拍卖缘何平淡“收场”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支农支小，长沙领跑。长沙农商

银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瞄准“三农”
和小微企业，切实解决“三农”资金需
求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累计投放
涉农贷款440多亿元， 重点支持大山
殿水果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
社72家、 果之友等生态农业基地69
个、湘台科技园柯柯农业等规模农业
企业69家、黑麋峰村等乡村旅游项目
8个；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540多亿
元，为16833家中小微企业“解渴”。截
至8月末， 该行涉农贷款余额277亿
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75亿元，分别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46%和62%， 保持
了信贷主体地位。

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为契机，长沙农商银行今年抢抓全省
“五个100”项目发展重大机遇，将有
限的信贷资源向实体经济聚焦，向长
沙市22个工业新兴产业及优势产业
链聚集。

按照差异化发展和特色立行思
路，长沙农商银行以打造“美好银行”
为愿景，结合各支行所在区域产业特
色，正在实施一系列特色支行建设发
展计划。今年6月1日开业的迎新路支
行，成为省内首家“儿童主题银行”；
立足中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市
场———海吉星市场，汉城支行正在打
造省内首家“菜篮子”特色银行……
目前， 长沙农商银行共有23家政务
类、行业类、专营类特色支行正在建
设并覆盖长沙主城区。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去年供不应求，今年我们做足了准

备。”新疆丝路特色餐饮处主任曾爱斌介
绍，为了赴湘参展，前期在新疆进行了广
泛宣传报名，企业都很积极踊跃，通过筛
选， 最后挑出了10余家食品行业龙头企
业，带着西域特色的馕、列巴、椒麻鸡、番
茄酱、红花籽油等产品亮相展会，希望借
助食餐会，寻求更多商机，让新疆美食走
向全球。

2018食餐会首次设立W3全馆进口
展区， 参展境外企业总数达到230家，其
中不少国家和地区为首次亮相。 年年有
鱼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立的国际海
鲜馆，共有22个国家的89家企业参展。

“很期待能与湖南以及中国加强在
食品领域、企业品牌、市场推广方面的合
作。” 加拿大品牌至上公司董事长米岚
说，很喜欢长沙小龙虾，也希望公司未来
能与长沙有更深入的合作。

据悉，2018食餐会将持续到9月16
日，期间将举办20余项子活动，包括会议
论坛、赛事活动、采购对接会等。

� � � �红烧汉寿甲鱼、毛氏雪花红烧肉、浏阳黑山
羊炖粉皮、三合汤、原创糊辣肥肠获评“特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