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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03

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消费、旅
游、演艺等行业短暂“停摆”。不少计划在春节
期间“赶工”抢抓进度的建设项目，也因疫情
防控需要，按下“暂停键”。

树根互联发布的“工程机械指数”显示，
1月30日至2月15日期间，全国工程机械设
备平均开工率在 6%上下浮动，湖南也不例
外。

“以往，春节过后是项目上马、开工好时
节，工程机械设备的开工数量、开工时长等，
会出现阶段性峰值，但今年疫情影响了项目
进度，导致设备开工率等数据持续在低位运
行。”树根互联市场总监骆凌雯说。

打开树根互联根云平台的掌上APP“根
云在线”，已连入的设备总数量、已开工的设
备数量、工时统计等数据一目了然。

截至目前，根云平台共接入了逾58万台
（套）各类工业设备、覆盖 81 个工业细分行
业，其中挖掘机、混凝土机械、起重机等各类
工程机械设备有近 45 万台，分布在全国各
地。

借助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通过机载控
制器、传感器和无线通信模块，接入根云平台
的工程机械设备，每挥动一铲、移动一步，都
有数据传回来。千亿条数据汇集成流，便形成
了“工程机械指数”。

“工程机械广泛应用于建筑、采矿、市政、
农田水利、道路施工等多个领域，它们的数据
动态，其实也就是项目建设动态。”骆凌雯举
例说，动工程先动土，挖掘机作为土方机械，

开工率高，说明新动土的项目多。
2月中下旬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吹响“复

工”号角。2月27日，全国设备平均开工率激
增至22.86%。

湖南行动迅速，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迅速成势，持续低位
运行的设备开工率，在此时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一张由工程机械设备开工率数据生成
的“颜色地图”上，记者看到，我国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颜色深，西藏自治区和湖北省颜色
浅。

树根互联数据分析师卢家麟告诉记者，
颜色越深，代表设备开工率越高。总体来说，
长江以南及西南部地区设备开工率，明显高
于北方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截至 2 月底，全国工程机械设备开工率
排第一名的是四川省，排最后一名的是湖北
省。湖南省设备开工率在35%左右，排名全国
第四。

“尽管这一数据仍比 2019 年同期要低，
但相较 2 月上旬已有较大攀升，说明湖南推
进复工复产政策效果明显。”骆凌雯说。

据了解，为有效推动复工复产，湖南省各
相关部门累计出台了 96 条“干货”“硬核”政
策，从税收优惠、融资贷款、就业用工、财政奖
补、运营成本、市场监管、办事服务等 7 个方
面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和复工复产。

截至3月4日，湖南全省173个在建省重
点建设项目、3668个市州重点项目已全部复
工，员工到岗率分别达到90%和91.8%。

树根互联发布的“工程机械指数”显示，全国各地工
程机械设备开工率等数据快速上扬，反映了全国各地
复工复产明显提速——

春江水暖“机”先知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健康养生产品、厨具食材热销，
线上购物、无接触配送走红……一
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无
形中培育诸多新型消费业态，培养
出一些新的消费习惯，为消费市场
带来新机遇。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
大小商家复工营业，被压抑了一段
时间的消费市场，或将迎来“报复”
式增长，大小商家摩拳擦掌，拥抱这
个“迟来的春天”。

线上消费逆势大涨，
“云”生活模式深入人心

变美是女性永恒的“刚需”，眼
看摘口罩在即，女士们纷纷开始屯
化妆品了。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后，
长沙的实体商家铆足了劲促销，只
不过战场搬到了网上。3 月 5 日晚，
友谊商店在雅诗兰黛专柜进行了一
场现场直播。“即使戴着口罩，也要
美美的。”主播声音甜美，数万粉丝
围观，短短90分钟，就实现了40万
元的销售业绩。据不完全统计，“三
八”节期间，新世界百货、长沙海信
广场、步步高梅溪新天地、步步高百
货、王府井百货等商场均进行了不
同品牌的护肤品专场直播。

大量商超开启落地云逛街模
式，线上消费在疫情中崛起。“疫情
发生以后，我们从手忙脚乱到逐步
应对。”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企业的制
度、流程、商业模式都被加速转型升
级，公司用一切力量发展线上业务。
今年以来，公司线上到家业务同比
增长12倍，公司线上业务占比达到
15%左右。步步高超市也于近期上

线了直播活动。
近年来，随着宽带基础设施的

完善和 5G 时代的到来，在线购物、
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
线购物等接受度越来越高，“云”生
活模式不断获得消费者青睐。疫情
的发生无疑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
程，湖南餐饮行业疫情期间也积极
拥抱互联网。

作为百年老店，东塘火宫殿从2
月 14 日起在线上平台开始外卖服
务，订单量逐日攀升。湖南烧烤品牌

“客串出品”另辟蹊径，和电视购物
平台“快乐购”达成直播合作，开创
出电视购物直播外卖的新玩法，活
动直播8小时，长沙10家门店的餐
食全部售罄。

品质消费成为新热点，
消费升级趋势仍在持续

“春节以来，我们的消毒柜销售
额同比增长了七成多，空气净化器
增长了一倍，壁挂新风及新风系统
增速最快，同比销售增长 3 倍以
上。”3月8日，湖南苏宁总经理窦祝
平介绍。

疫情之下，维护个人健康的需
求成为一轮新的消费热点，高温煮
洗洗衣机、家用消毒柜等原本不太
受关注的家电，在疫情期间销量爆
增，有些品牌型号甚至卖断货。湖南
苏宁厨卫电器品类负责人表示，目
前已全面补货供应洗碗机、消毒柜、
洗菜机等厨卫健康商品；与此同时，
湖南苏宁联合家电、家装、电脑、手
机等品类各大品牌厂商，启动24期
免息活动，刺激消费市场，回暖效果
明显。

电商大数据也见证了疫情中消
费升级的趋势。3 月 6 日，电商平台
拼多多发布了疫情期间湖南人“宅
生活”大数据。数据显示，受疫情影

响，湖南地区的健康防护类用品和
营养保健类产品销量显著上升。1月
以来，空气净化器、衣物消毒机、消
毒柜等健康电器产品的销量较去年
同期上涨 72%。由于消费者居家时
间延长，家庭休闲娱乐类产品销量
也在快速上升。

疫情期间，虽然日常生活受到
影响，但湖南地区的消费者并没有
放弃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拼多多数
据显示，1月以来，进口牛羊肉、波士
顿大龙虾、阿拉斯加帝王蟹等高品
质生鲜产品在湖南受到欢迎，此类
进口生鲜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翻
番。

由于消费者居家时间延长，家
庭休闲娱乐类产品销量也在快速上
升。拼多多数据显示，1月以来，湖南
地区3C数码娱乐产品持续热销，销
量较去年同期大涨135%。来自返利
网的疫情期间电商数据则显示，2月
份，湖南省爱奇艺会员环比增长了
20多倍。

疫情还引发了人们对健身的重
视。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
台，湖南地区的瑜伽垫、臂力棒、跳
绳等产品销量上涨显著，近年来兴
起的小众健身器材“筋膜枪”也开始
受到消费者追捧。

实施消费重启升级计划，
紧抓热点追赶“早班车”

“根据应对‘非典’经验，疫情过
后将有一个消费重启的过程，随之
也会诞生一些新的消费热点。”省发
改委主任胡伟林近日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南内
需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消费领域。

为着力稳定和扩大消费，相关
部门已经开展政策研究。一方面，通
过增加居民收入，稳定消费预期，提
振消费信心，扩大有效消费需求，尽

快补偿性恢复受冲击较大的餐饮、
娱乐、批零、房产等传统领域消费；
另一方面，围绕新兴消费和其他重
点消费领域推进“五个行动”，即重
启文旅消费行动，发展健康消费行
动，升级信息消费行动，鼓励家居消
费行动，促进汽车消费升级行动。

业内人士认为，因为疫情影响
居民外出，消费场景“被迫”线上化，
推动了消费者教育和接受程度提
升，未来线上消费无疑将更加普及。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说，步步高
在疫情期间的线上突围，是基于这
两年来对数字化转型的探索，未来
线上销售的比例必将进一步加大。

“疫情的发生推动了火宫殿线
上业务的开拓，同时也使服务流程
更加精细，对老字号企业来说，也是
一次转型升级的机会。”东塘火宫殿
总经理郭玲表示。

“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在疫情中
涌现，我们要尽早抓住机会。”省商
务厅市场运行处处长陈靖认为，疫
情防控期间，很多人宅在家里研究
美食，对厨房硬件的需求增加，这对
餐厨产业链上的各类商家而言都是
全新的机会。消费者对健康类家电、
养生类产品的需求也持续上升，企
业要积极追赶大健康的“早班车”。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惊蛰过，正是寻春好时节。几乎
足不出户一个多月，人们早已“春心
荡漾”。

做好防护，可以有序踏青了。截
至 3 月 9 日，我省已有 68 家 A 级旅
游景区恢复开放，占全省 482 家 A
级景区的14.1%。

记者连日采访发现，景区精准
防控有序开放，游客理性缓慢回流。
开门迎客的景区绿意浓浓，期盼与
春天一起复苏。

68家景区有序开放

检查口罩佩戴，通过温控仪检
测通道，持身份证原件无接触验证
身份信息。3 月 8 日，长沙新华联铜
官窑古镇，游客间隔排队，有序入
园。景区内，三五结伴的游客多数选
择步行游览，乘车的游客“隔位就
坐”，一辆 18 座的观光车最多同时
承载6人。

3 月 8 日 11 时，长沙石燕湖景
区迎来了开放后的首批游客。景区
升级了更加智慧的闸机。游客“刷
脸”时，通过热成像摄像头记录体
温，身份证、人脸、体温一一对应，无
接触式服务，快速通行。

景区开放，防控为先。在张家
界，武陵源核心景区、宝峰湖景区、

天门山景区、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等
均实行预约购票、限流游览，景区内
交通运输工具隔位乘坐。武陵源核
心景区还成立了135人的疫情防控
引导员队伍，为游客提供防疫“管
家”式服务。南岳衡山、新宁崀山、凤
凰古城、矮寨奇观、东江湖等景区纷
纷加大消毒力度，对游客中心、停车
场、旅游厕所、观景点等公共场所和
服务设施每天消毒4次。

一批乡村旅游点和民宿也做足
了开业的准备。资兴白廊、宁远下
灌、凤凰竹山……静美的乡村向游
人敞开怀抱。

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显示，截
至 3 月 9 日，我省 68 家 A 级旅游景
区恢复开放，占全省 482 家 A 级景
区的 14.1%，开放的景区绝大多数
是大空间、自然类景区。

游客缓慢回流或将持续

“听说景区开放了，第一时间赶
来爬山，特殊时期能来雪峰山透透
气，心情都变好了。”3 月 8 日，徐姓
游客在游览完溆浦县穿岩山景区后
说，景区的防疫措施让人放心，自己
也自觉戴口罩、不扎堆。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我省大
部分恢复开放的景区游客回流情况
较为缓慢和理性。

武陵源核心景区、南岳衡山景

区 2 月 27 日恢复开放首日，分别接
待游客 454 人次、526 人次。前者
2019年日均接待游客1.18万人次，
3月8日，单日接待游客200人次。

平江县玻璃桥景区石牛寨已恢
复开放数日，油菜花季也已到来，相对
于过去花季人山人海的景象，眼下可
称清净，日均接待量不足50人次。景
区负责人介绍，目前，游客多为周边自
驾游。现阶段游客不多，一方面是人们
出游谨慎，另一方面是景区营销尚未
铺开。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古镇 3 月 8
日推出“妇女节免费游铜官”活动，
当天接待游客突破3000人次，迎来
开园以来小高潮。景区负责人表示，

“免票”带来了流量，并不意味着现
阶段游客能够快速回流。当前仍处
于疫情防控期，景区虽已复工但不
能完全复产，“春天”一时半会来不
了。

3月1日至8日，新宁崀山景区
共接待购票游客507人，8日当天接
待购票游客84人。该景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客源以本地和省内游客为
主，“这个数据在预期之内，预计游
客缓慢回流将持续一段时间。”

危中有机苦练内功赢口碑

携程集团3月5日发布的《2020
目的地复苏指数报告》显示，旅游行

业历经低谷后，会随着疫情控制平稳
回升，并在“五一”等传统旅游节点开
始增长。在国内“心愿指数热门目的
地”榜单中，长沙位列13。

设立惠企纾困专项资金、支持
企业开展在岗培训……我省出台了

《关于支持文化和旅游业战疫情促
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多项务实举措，
帮扶旅游景区等文旅企业渡难关、
促发展，为企业树立了信心。其中明
确，疫情结束后半年内，将对2019、
2020年度成功创建国家4A级以上
旅游景区等企业，给予适当资金补
助。

疫情之下，景区自救的同时，一
些旅游新业态开始萌发。“云旅游”是
景区的一次有效尝试，韶山、刘少奇
纪念馆、武陵源、南岳等景区线上不

“打烊”，给人们提供不同体验的同
时，充分展示旅游形象和资源优势。

湖南雪峰山旅游景区着手培育
森林康养旅游业态，打造养生休闲、
医疗康体服务设施，开发金银花茶
饮等健康安全的森林食品。“疫情过
后，森林康养将成为出游首选。”雪
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黎
明说，旅游市场必将出现反弹，企业
眼下应瞄准新消费形态，苦练内功。

我省旅游专家、创景天下文旅
集团创始人殷海雄表示，游客将以
自驾游方式率先回归近郊景区，低
密度旅游更受中产客群青睐，康养
型旅游将不再是银发专属。他建议，
景区以崭新的姿态针对新需求做产
品调整，赢得口碑，实现真正“解
冻”，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

通讯员 万传文 宾海霞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3月5日10时，孙圣轩在小区修
剪景观绿化枝头后，准备拾起扫把打
扫卫生。

“老孙，别忙了，有人来看你
了。”当天，一群志愿者来到孙圣轩
家看望他，但没找到人，邻居马志
远路过，便帮忙喊话，“老孙学雷锋
做好事做了一辈子，以前公厕的卫
生都是他扫。现在年纪大了，干不
动了，但还是坚持打扫街道。真让
人敬佩！”

1940年出生的孙圣轩，是澧县人
民医院的退休职工。19岁时参军入
伍，与雷锋是一个连队的战友。当时，
孙圣轩在炊事班，雷锋在运输班。同是
湖南老乡，又是同年，两人很快成了好
朋友。相处过程中，雷锋发现孙圣轩没
有上过学，便利用晚上的时间教他读
书识字，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

雷锋因公 殉 职 后 ，孙 圣 轩 立
志，一定要把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1985 年，孙圣轩转业到澧县人民医
院工作，从事烧锅炉。推煤、掏灰、掀
渣……道道工序又脏又枯燥，特别
是“捅烟管”，每次孙圣轩都要忍着

高温弯腰爬进烟管里，一层一层刮
烟垢。孙圣轩任劳任怨，在他的带
动和影响下，所在班组年年被评
为先进。他自己也多次被评为全
县“学雷锋、学焦裕禄、学王进喜”
活动中的“三学”先进典型和优秀共
产党员等。

孙圣轩退休了，却闲不住，主动
要求返岗。2015年，澧县人民医院锅
炉改为电气自动化设备，不再需要
烧锅炉。他又主动承揽了小区的清
洁卫生，义务打扫。一个人负责人
行主道、楼道卫生，修剪小区花草。
前些年，小区旁有座年代很久的公

厕，孙圣轩总是隔三岔五去清扫、冲
洗，有时候还穿着雨靴去掏下水道堵
塞物。想起这些，参与慰问的澧县人
民医院纪委书记程平由衷地竖起大
拇指：“这个小区和公厕多亏了老孙
的付出！”

“做好事也要注意身体，今后孙爷
爷有什么需要的，也可以跟我们志
愿者说。”离别时，前来看望的澧县
纪委监委、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人
民医院等单位的志愿者们表示。孙
圣轩说：“雷锋是我的亲密战友，也是
我一生学习的标杆，很欣慰大家一起
学雷锋做好事，传承雷锋精神。”

80岁的孙圣轩老人，是雷锋一个连队的战友。他一生传承雷锋精神，
至今仍坚持做好事，他说——

“雷锋是我一生学习的标杆”

消费重启 追赶新商机

旅游景区，期盼春天

经济
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华林

大江南北，疫情防控仍在持续，复工复产
按下“加速键”。

全国大多数地区，客运班车逐渐恢复，铁
路流量不断增加，“烟火气息”日趋浓厚。湖南
大小企业“火力全开”，重大项目建设紧锣密
鼓，截至3月8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
达98.5%。

疫情期间，项目建设受影响几何？如今恢
复怎样？哪些地区的基建热度和活力“领跑”
全国？

近日，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树根互联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树根互联”），通过统计
分析接入平台的45万台工程机械设备“作业”
数据，生成“工程机械指数”。它作为反映基础
设施建设真实情况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变化的
微观窗口，勾勒出了各地复工的数据地图。

3月9日，长沙工程机械“三驾马车”之一
的山河智能，继上个交易日3月6日涨停后，
股票再次高开，并在早盘中创下阶段性高点。

三一重工股价自鼠年开市以来一路走
高，3月3日盘中创下历史新高，公司总市值
一度突破1600亿元。

工程机械行业的行情与基建项目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工程机械指数”已
经成为一张能够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
表”。三一重工应要求，每半个月向国务院报
送相关统计分析信息等。

“二级市场最敏感，也会最先对未来一段
时间的现实情况率先作出反应。”中信证券相
关调研预计，大部分施工需求在 3 月中上旬
全面启动，工程机械设备销量预计4至5月份
恢复，届时有望呈现出“淡季不淡”的局面。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认为，工程机械销
售“旺季”不会消失，只是延后了而已。如今，
三一重工起重机订单排到了下半年，混凝土
泵车订单排到了5月份。

基于全国各地的“逆周期”政策支撑，以及
重大项目的发布，不少券商和机构乐观地预
计，全年工程机械行业将持续景气。

3 月 4 日，湖南省发布了 2020 年省重点

建设项目名单，涉及项目105个，总投资接近
1万亿元，主要“发力”推进交通网、能源网、水
利网、信息网“四网”建设。

在江苏省、河南省、北京市、云南省等省
份发布的今年重大投资项目清单中，基建项
目居多。

不仅如此，记者采访发现，疫情之后多类
项目值得期待，如 5G、光伏电网及特高压等
新型基建，以及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医疗卫
生等方面的基建方向。它们将充盈经济增长
的空间，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行业龙头企
业，无疑将受益于此。

树根互联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黄路
川认为，从工业互联网的角度解析“新基建”，
包括各种核心工业软件、底层实时数据库、工
业物联网终端设备等，即各个行业都会用到
的数字化共性基础设施。

“工业物联网平台会像根茎类植物的枝干
部分，扎根土壤，吸取来自各行各业‘养分’，也
为各行各业提供向上生长的能力和支撑。届
时，树根互联的数据库能衍生出来的将不仅仅
是‘工程机械指数’，其他行业、细分领域的指
数，也将为更全面准确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提
供参考。”黄路川说。

2 月 9 日，常益长铁路长沙 21 个施工点
全面复工。上午9时，在中铁二十四局负责的
五标段二分部宁乡站特大桥施工点上，一台
印有“SANY”（三一）品牌标识的旋挖钻机，
开始桥梁桩基础施工。

机器轰鸣声响起的同时，几十公里外的
树根互联根云平台的数据大屏上，代表这一
台设备的“点”由灰变绿，油耗、运动轨迹等数
据也开始不断变化。

此后几天，越来越多“驻扎”在常益长铁
路项目的工程机械设备被“点亮”。

“工程机械指数”显示，2月10日以来，长
沙市设备开工率出现了较大增长，随后增速
加快，至2月27日开工率达22.3%；开工的设
备数量也出现同步增长，其中2月25日当天
同比增长16.5%。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长沙市委
市政府及时调度、引导、帮助重大项目复工。”
长沙市发改委主任夏文斌介绍，截至2月25
日，长沙已有921个重大项目开复工，其中40
个在长沙的湖南省重点项目中有 35 个项目
复工，省重点项目复工率达到87.5%。

走进三一智联重卡项目建设基地，厂房
建设正着手进行。

319国道南侧的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工
地，叮叮当当的施工声此起彼伏。

长益高速扩容工程、湘江大道北延线二
期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逐渐实现满员
复工，建设“火热”气息愈发浓厚。

“一个地区的基建项目复工速度，受很多
原因影响，如疫情情况、复工政策、发展规划
等，‘工程机械指数’只是从一个宏观角度提
供参考。”树根互联市场总监骆凌雯坦言，每
个城市都各有特点，如指数显示深圳市基建
项目建设“复苏回暖”的开始时间，要比珠三
角其他城市晚一些，这很有可能跟大量流动
人口未能及时返程的原因有关。

树根互联数据分析师卢家麟分析说，作
为“工程机械之都”的长沙，三一重工、中联重
科、山河智能、星邦重工等龙头企业，在此次
行业复工、助力项目建设行动中，起到了明显
的“带头”作用。

2月21日，三一重工国内17个生产园区
均已复工，2 月中下旬陆续装车发货了近 10
亿元的订单产品。中联重科在复工伊始的 2
月 10 日，就有 40 台工程起重机奔赴全国各
地建设一线；2 月 14 日，又交付了一台 25 吨
吊车，助建东北地区油田重点工程项目。

工程机械行业二季度增速弹性大3.
有望呈现“淡季不淡”局面

要闻·观察

长沙设备开工数量和开工率双双同比增长2.
龙头企业在复工助建中“带头”作用明显

全国基建项目建设“先抑后扬”1.
湖南工程机械设备开工率排全国第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