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李雅文 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经济 08

!!"! #""# $%"& $%!#"'()
*"+,-./0(123456789
:;<= $ >?@ABCDE &!' FGHI
JKLMNO ( PQRS6QTUGV%"
WXYZ8,[Q\.]^_S`aGb
c9:def567E)*ghijk
l=

!"#$%&'(

mC (!) FnEG opLMNOQq
PrGst $%!* .V%"WK'()*"R
SuvG sIwxI/klZy:dQf
567E)*z{gh=

8||}~S $%!# V%"WK�(
)*"R���Gy:Q\sIghij
�kl���$ >?mCnE &!' FG op
LMNOe (+! P= H��.�� !%, F

nES��vGklV%"W,[z�l
�/=

z{��S�����V%"WK�(
)*"R����S����= ��V%"
WI.I/S)*6e��G V%"W
$%!#K�()*"R+,-./�(123

4567�� ¡¢£¤¥�¦G�§tK̈
©ª«R¬q®¯°±�²³�(©e´
µG¶t·¸¹º»¼±½· -./"¾¿G�
�ÀJSÁ2��ÂÃÄÅÆÇ=ÈZÀÉ
��G��¶ÊËZÌ !%ÍÎÏÐÑGÒ)
ÓÔ !ÕdÖ±)*×Ø±oÙØÚ±·ÛÜ

Ý±)*Þ<Ýß¢

)*+,-./0

K'()*"RàtV%"Wz�áâ
SIFãä¢

åV%"WælçèS!/z{w
åG8||é�S !% !GV%"WêÀë
ìz{ !%+* 3í0"î�êÀïð9¢ st
V%"Wñò. * !±# !�G óIj!/
z{é !% 3í¢ ôõ�ö÷G V%"&
!1!% !øùëìz{� #$+&$ 3íGêÀ
úûüý¢

þÿ !! !G!"dQ)*#$%�.
]^_¢ V%"W&�'()z�*+,
-.4b/£¤01G 8 $%!#".Sæ�
IF2/GV%"Wc3456^7G8Ç
^_./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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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 3#

456789:;# !!"#$%&"

!! " # $ % & ' !!!!!!!!!!!!!!!!!!""""""""""""""""""################## ;;;;;;;;;;;;;;;;;;

!!! '"G¬<=>?wå@AçB
CDEwåFèG$%!#. 2)H�IJK
<LwåMNOP;G QÌI.SH�R
<STþ<Z8=UVW/XY¢ ZCD
wåS[M<L\]^M_ô`RGKa
Q\JbcdðyefGghijKaQ
<LFkG@§��lmGKaQ 3$4 n
oÁûpqrsGtKuvR<R�� 3$4
KaQoPªIG 8VF=w0ÀÁxG
yz½{ 3$4 KaQ<LG y��|¬
'EKaQçB¢

123#45
671 !"# 89:;

åCDwås1G }~ $%!# . #

!G H���H?y��
lûtp�ðyG ghK
a Q < L � � � � ¦
$%+,5G �+�����

')5S<L���GKaQ<L���¶
�CE����¢9�KaQuJ���
�8I±'��\Gt<±q��ô��\
bÄ��EFk��¢ _ô��StGi
jKaQ\Jpq��G��\J�nc
þI��E¢

8\JFk� _¡S¢£�Gl¤
¨b8�¥ÿT¢ s¦�G_ô`¦dQ
§W¨Læ�©C¢ ª�.ô«G¬E|
�Q¨Â##®Zª¯SR<çBG�
°üdSK±²R<R±V%dQSKV%
R<RGy³dQSKy³R<Rß¢l´Q
ûÇb�µ¶�G>·dQ8wèTK�
·R<R¢¸¹I�StGsºQ¨»¼½
I¾¿ô 3$4 SÀ)noÁÿ¢

8KaQ\JüG/«ÂÃ8ôÄÄ

�ÅS 4$4 ÆôKuvR<R �®0S
3$4 ÇÈÀ)no¢ ij�ÉÊKaQ
LË@§Ç/SÌEÆ!ÍKaQl�
S¶ÍG4$4 noSÎìpqsÀGt
3$4 À)noSÁûÏþI�rs¢ �
QÐ´¨L$$¾¿ô 3$4 LËnoÿ
TbÂ�ÑÒX¢

<=>?
!@ABC"D !"# CEFGH

�¦Q¨ÓÔR<ÕË�GÖ×Ï�
Ø��¹<¤Ù�¢ Ù���Q¨ÓÔ
R<SK½ÚÛRG8 $%!( .ÂyzèT
ZKuvR<RGghÜé , .À)ÝÞ
ßØàáyvGKuvR<R yzy�
3$4 KaQ<LS½{¤¢

ç�âãs1GKuvR<R t|@
Å¨�älÛådQæ±R<ÕËS
3$4 KaQoPG}~9�GÝÜyzü

�8| (% FE�>�\GøùçèQí
,$(%% íG¥éH�0 )!%% 3G"êë
nE0 !&% 3¢tælSCDwås1G
3$4 noKaQ 677 "plðH�²
ì�GZò.'2/�íGKuvR<R"
plðH�8w½¹KÅdaQRÆKî
ïðQRG2) 2/"plðH�� *+&,
3¢

Â�ñH�w{=wGKuvR<R2)
2/ 86.ò!�ñH�wóp¸� ,'(+&
3G ôüIF2/�õsü�¢ 8 96.
ò"�ñH�wó =wGKuvR<R2) 2
/ 96. p¸� '*+' 3G Ð�ðöõsG
tKÅdaQRÆKîïðQRS 96.p¸
ÌI.«6÷cd�ølû¢

�_ùúG°òSKaQ\JÝûÞ
²ìG �üýoPþ÷ü�G3$4 KaQ
ûÇpqÿ!G�F\J"�Z#$%²
ì¢ ij!EQ¨+ñÓuR<\JGs
IluJSô{sÞb¸Ø4&¡'¢

!<=>"

-./01234- %!&56789:;<=>?@

;;;;;;;;;;;;;;;;;;

?@AB$CDE?@
?@FG$&'$( H $' I%&'$) H ) I

IABC JK71 LMNO

IABC PK7O QMNO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国
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消息称，10月份，湖南
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3.8%，涨幅创2011年
12月以来新高。 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4%，是
推高CPI的主要推手。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指出，此轮CPI大幅
上涨并非物价全面上行， 而是典型的结构性上

涨。
调查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我省生活用

品及服务、衣着、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价格
分别上涨0.2%至1.1%不等， 涨幅温和平缓； 居住
类、工业消费品价格则稳中略降，带动全省非食品
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下降0.1%。

自2月份起，全省食品价格涨幅呈逐月扩大态

势，与猪肉价格上行轨迹重合。 10月份，全省猪肉
价格同比上涨105.7%， 影响CPI上涨约3.2个百分
点，影响程度达84.2%。

10月份，牛肉、鸡肉、羊肉、鸭肉价格分别同
比上涨24.8%、23.4%、16.4%、12.7%， 鸡蛋价格
同比上涨14.6%。 与去年同期相比，被调查的14
个食品小类中有11个价格上涨。

� � � � 湖南日报 11月 1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今
天， 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发布数据称，10月份
湖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下降
1.3%，降幅连续6个月走低。 持续走弱的PPI与
逐月扩大涨幅的CPI（湖南居民消费价格）剪刀
差不断扩大，反映出我省工业企业盈利压力正

在增大。
PPI由生产资料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两部

分组成。 调查数据表明，生产资料价格是导致我
省PPI走弱的主要原因。 10月份全省生产资料价
格同比下降2.2%，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加工
工业等价格全面回落， 影响PPI总水平下降约

1.7个百分点。 同期， 全省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
涨1.7%。

10月份全省工业品价格同比下降0.8%。 工业
品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等物价指标下行，表明PPI
下降所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需求疲软， 我省还需继
续增加稳需求力度。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见习记
者 成俊峰 黄柳英 通讯员 常华 )
11月11日至12日，2019年湘南三市
六县八瑶族乡“盘王节”暨“坐歌
堂” 活动在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举
行，来自衡阳、永州、郴州3市8个瑶
族乡镇的1000多名瑶族同胞欢聚
一堂，载歌载舞，共庆节日。

据了解，此次节会以“感党恩、
增团结、促交流、谋发展”为主题。
11日上午， 湘南3市瑶族同胞身穿
节日盛装，举行古朴庄重的公祭盘
王大典仪式。 随后，瑶胞们起舞放

歌，情景歌剧《瑶山情歌》、女声独唱
《盘王的故事》 等精彩的民族歌舞
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示源远流长
的瑶族文化魅力。

“开声唱，闹热歌声满歌堂。
今夜酉时唱开喉， 明日卯时歌悠
扬……”在11日晚上举行的“坐歌
堂”活动中，湘南3市200余名瑶族
代表唱盘王歌、跳长鼓舞，歌唱美
好生活，直至次日早晨8时许。

“盘王节”是瑶族同胞纪念祖先的
传统节日，已有1700多年历史，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记者 李
永亮 通讯员 刘再武 肖利花）11月
6日上午，株洲新芦淞集团办公室主
任黄渊江到株洲市市民中心办理工
商登记变更， 发现备案章程缺少法
人代表签字。 工作人员没有像以往
一样要求他回去， 而是让他联系补
签，同时启动审批程序。 半小时后，
法人代表赶到现场签字。 当天下午，
新证下发。 自11月1日起，株洲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出台实施优化营商环
境“20条”，广获企业点赞。

今年以来，株洲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通过一系列改革，实现了注册
登记“48证合一”，前置许可事项由
226项降至32项。 为进一步简环节、

优流程、压时间，该局研究出台实
施优化营商环境“20条”。 在株洲办
理证照时间进一步压缩，如个体工
商户登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补
办、变更、注销当场办结；企业设立
登记、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1个工作
日办结；新办食品经营许可、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无需现场核查
的3个工作日办结， 需要现场核查
的5个工作日办结。

此外，“20条”还就加大惠企强
企力度、提高监管执法效能出台了
相关措施。 株洲市场监管部门已停
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强制计
量检定收费，降低产品质量委托检
验费、非强制计量检定费37%以上。

� � � �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唐璐
郑旋）11月11日晚，2019“璀璨新岳
麓、最美夜长沙”长沙市岳麓区首
届夜经济消费节开幕。 这届消费节
将持续至明年2月， 期间将举办麓
山夜话、潇湘夜食、荧光夜跑等8大
活动，并发放100万元夜间消费券。

这届消费节主打夜间消费，将
通过微信“岳夜有礼”小程序派券，
在岳麓区各商圈和街区进行9个轮
次的互动现金消费券派送， 共计
100万元。 同时，千家商户将同步举
办系列优惠让利活动， 优惠额度
1000万元。

据了解， 除举办这届节会外，

岳麓区拟出台全面促进夜间经济
发展实施方案。 力争到2022年，全
区建成2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
区，8个区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50
个夜间经济示范门店；打造10个具
有全国知名度、20个具有全省知名
度的夜消费名片；夜经济零售总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
20%以上， 创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

岳麓区还将成立夜间经济服
务中心，开通夜间经济公共服务热
线，并建立由“夜间区长”统筹，区、
街、社区、企业联动的夜间经济协
调机制。

湖南一企业
获创新创业大奖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陶韬） 我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传来喜讯。
在近日举行的2019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湖南中晟全肽生化有限
公司斩获一等奖。

据了解，新药研发，需要对成千上万甚至
几百万个化合物进行筛选，从中找出有活性的
化合物再进行深入的优化和研究。 而多肽类
药物合成较为复杂，又没有专门的肽库，因此
发展较为缓慢。

“我们的多肽信息压缩技术为多肽新药研发
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超大型‘种子库’，包含数十亿
多肽结构信息，突破了制约全球多肽药物研发的
核心瓶颈。”总决赛现场，中晟全肽参与路演及答
辩的人员介绍，这一技术可显著加快多肽新药的
发现，降低新药研发成本，惠及全球患者。

中晟全肽项目入选我省2018年“五个一
百”重大产品专项、2019年制造强省重点产业
项目。 2年来，该公司已构建完成包含五肽完
全库的超大型多肽实体库，与美国辉瑞、罗氏、
恒瑞医药、丽珠集团、天士力集团等国内外知
名药企达成了研发合作意向。

据悉，“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
是由工信部、财政部联合举办的全国最重要的
双创赛事之一。 我省已连续两年举办“创客中
国”湖南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大赛共形成
服务对接成果近500个，其中达成融资意向超
过10亿元。

湘南八瑶乡同庆“盘王节”

出台实施优化营商环境“20条”
株洲再缩证照办理时间

岳麓区首届夜经济消费节启幕

10月我省CPI涨幅创近8年新高

10月我省PPI同比下降1.3%

草皮铺就增收路
11月12日，嘉禾县珠泉镇横洞村，村民在铲草作业。 今年，该村抓住城市绿化市场需求机遇，引进园林

种植能人，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方式，种植园林苗木草皮面积200余亩，开辟了一条新的农业产业链，
助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