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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4月了，你的螺蛳粉发货了吗？”这成
了不少“吃货”最近关心的事情。除了预售
期长达1个月的螺蛳粉，方便面、速冻食
品、自热火锅等速食食品，都在今年成了
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族疯抢的“香饽饽”。

速食食品为何这么火？疫情过后，
速食食品将会持续火爆吗？

速食食品今年有多火
“生产线已经快爆掉了！”在长沙佳

海工业园，一袋袋咕咛咕唻米粉刚从流
水线上生产出来，包装好，立即装入快
递盒，运往消费者手中。

长沙市面泽湘食品有限公司是咕
咛咕唻米粉的生产厂家。公司运营经理
易凡瀛介绍，企业已全面复工，生产线也
开足了马力，但一天5000包的产能，难
以满足每天新增的几千份订单的需求。

“设计厂房时，没想到人们对速食
米粉会有这么大的热情。”易凡瀛告诉
记者，疫情发生以来，咕咛咕唻米粉的
淘宝订单猛翻3倍，原本产品出了湖南
省便无人问津，现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
市成了销售主阵地。

咕咛咕唻米粉代表的长沙米粉销
售火爆，人人湘衡阳卤粉、小背篓常德
牛肉米粉、金健猪油拌粉等诸多湖南特
色速食米粉有可观的销量，成了电商平

台上的热销商品。
传统方便面的人气依然不减。根据

苏宁易购提供的数据，2至3月，苏宁易
购 的 方 便 速 食 产 品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160.6%，方便面高居最受欢迎产品榜
首，湖南人最爱的依然是红烧牛肉和老
坛酸菜的经典口味。

速冻食品也十分走俏。湖南金健速
冻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易继中说，公
司的水饺、面点和汤圆三大品类订单比
去年同期增长超过200%，最多时一天接
到订单200万元，就连往年只在元宵节
迎来销售高峰的汤圆，订单量依然在不
断上涨。公司位于宁乡经开区的速冻厂
房复工2个月以来，一直在满负荷生产。

“和往年不同，今年我们速冻食品线
上销量占了70%。”易继中介绍，随着线下
商超卖场恢复，线下销量也在逐渐升温。

记者在长沙走访家乐福、华润万
家、步步高等多家超市，方便、速冻食品
销售区的营销人员表示，速食食品的品
类越来越多，尤其是自热米饭、自热火锅
的兴起，不仅深受年轻人喜欢，中老年人
也开始购买，最多时一天补了3次货。

“速食时代”到来原因何在
“一方面是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

也离不开‘懒人经济’的带动。”长沙市
面泽湘食品有限公司运营经理易凡瀛
认为，速食食品的火爆绝非偶然。

淘宝2019年发布的《懒人消费数据》
显示，早在2018年，自热火锅、懒人烧烤
等懒人食品的消费已实现150%的增长，

“懒人经济”盛行助推了“速食时代”到来。
生活节奏快、没时间做饭、懒得下

厨、不想等外卖……不少消费者告诉记
者，这些因素让他们选择了在家里和办
公室囤一些速食食品，吃起来便捷高效。

新一代的消费群体不断扩大，速食
食品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吸引了海
底捞、大龙燚、小龙坎等传统餐饮龙头
入局，培育出自热火锅、冒菜、米饭等一
批新型速食食品，深受年轻人欢迎。

“要是没吃过火鸡面、螺蛳粉、自嗨
锅，跟大家都没法聊天了。”杨英是长沙
的一名白领，她说，“尝试‘网红’速食食
品，成了同事之间的热门话题，类似于
一种新型社交手段。”

杨英说，如今速食食品的包装越来
越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虽然 30 元左右
的自热食品并不便宜，但层出不穷的新
口味，依然让她和同事们乐此不疲地买
来“尝鲜”，并且拍照分享到朋友圈。

“我们一开始便将消费人群定位为
16至35岁的年轻人。”易凡瀛说，咕咛
咕唻米粉不仅从包装设计上满足年轻
消费者的审美，还会选择直播等新潮的
方式带货。2019年，咕咛咕唻米粉便找
到淘宝的“网红”主播薇娅，在 10 分钟
内卖出了近5万包速食米粉。

“我们站在了社区电商兴起的‘风
口’上。”湖南金健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易继中告诉记者，2019年，湖南
粮食集团和湖南兴盛优选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社区电商

“兴盛优选”小程序上展示和销售金健
的速冻食品。

“金健的速冻食品，每天通过社区
电商实现销售额 40 万元。”易继中说，
随着全国疫情得到控制，“兴盛优选”在
武汉、南昌等地陆续启动，销量还将迎
来一轮新高峰。

速食食品会继续火下去吗
根据苏宁易购提供的数据，进入3

月末，方便速食同比增长 28.6%，增速

正在放缓。
这不免让人思考，疫情过后，速食

食品还会继续火下去吗？
湖南金健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易继中对速食食品的未来充满信
心。他认为，不少人在疫情期间有恐慌
囤货的心理，现在消费已经回归理性，
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从 3 月初到现
在，公司的订单并没有减少，销量仍在
持续增长中。

“消费者养成购买习惯，对速食食
品企业就是长期的利好。”易继中说，

“疫情只是一个跳板，企业如何利用这
次机会，用优质的产品抓住消费者的
胃，才是最重要的。”

3 月 31 日，易继中从宁乡赶往长
沙，与一家销售公司对接。他向记者介
绍，金健今年准备将之前专供部队的
自热米饭推向市场，需要好好包装推
广一番。

长沙市面泽湘食品有限公司运营
经理易凡瀛则对速食食品的发展心存
担忧。

“速食食品的单价不便宜，不少人
认为速食食品的利润很高。”易凡瀛无
奈地说，实际上，新型速食食品目前还
在“打卡”市场的阶段，包装升级、线上
营销、推广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易凡瀛还提到，湖南湿米粉保质期
短，不方便运输，对做速食有更大的挑
战。记者看到，店铺评论里，有一些买家
评论“还没来得及吃完就过期了”“收到
的米粉有股馊味，差评”，极大影响了品
牌的声誉。

“冷链物流太贵，进一步挤压了利
润空间，用冷藏包装，最远只能到香
港。”易凡瀛呼吁，希望食品电商企业能
得到更多物流方面的扶持。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邓宇 张丹妮）长沙市天心
区首个技能提升全流程线上培训班日
前举行线上开班仪式。来自长沙红海
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和湖南艾珂人力资
源服务有限公司技能提升（计算机操
作员）培训班的学员们，将通过中国水
电八局高级技工学校搭建的在线学习
平台“尚水学堂”，接受20天的线上培
训，需完成62个录播与10个直播课时
的学习任务，课程内容涵盖 Word、
Excel、PPT等计算机基础知识的理论
与实操。这是我省连日来大力推进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是我省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三
年行动攻坚之年，“完成政府补贴性职
业技能培训 55 万人次，其中农村转移
就业劳动者培训 15 万人次”已列为
2020年全省12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

据了解，2019 年作为我省实施职

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开局之年，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取得阶段成效，全年完
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67 万人次，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为确保疫情期间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不断档，我省于 2 月 21
日出台《关于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线上培训工作的通知》，明确就业技
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可将全部理论课由线下集中授课转
为线上学习；对于适合线上授课、居
家练习的实训课程，可在线上完成全
部培训。

为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我省还出台规定，实施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期间，对《湖南省职业技
能 培 训 补 贴 标 准 目 录（2019- 2021
年）》规定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
准普遍提高50%。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王琴 潘劲）国家三峡水电
外送广东的±500 千伏江城线穿湘而
过，承担着为广东提供约1/7生产生活用
电的重任，时下对广东省疫情防控和经济
恢复举足轻重。为保障即将到来的迎峰度
夏用电安全，4月3日起，国网湖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简称“国网湖南电力”）启动对
该线路的全面检修，为“近邻”省份保电，
助力全国范围防疫、复产加速推进。

“这是我省电力系统复工复产以
来难度最大的大型检修工程。”国网湖
南电力相关负责人介绍，±500千伏江

城线是超高压线路，由国网湖南电力
运行维护部分长达 856.57 千米线路，
共有杆塔2165 基，此次全面检修除登
塔走线、缺陷消除等常规检修外，还将
对线路进行诸多大修技改，我省电力
部门计划投入专业检修人员近600人、
特种作业车22辆。

从3日开始，国网湖南电力采用高
铁整节车厢出行方式，跨越700余公里
分批将检修人员送达各检修现场，检
修现场实行全封闭管理，检修人员严
格按照划分的活动范围和检修路径作
业，以确保防疫、检修统筹推进。

600电力湘军检修江城特高压线路
为广东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提供电力保障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刘海波 陈懿）科技部日前
公示了 2019 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立项清单，由
湖南交水建集团牵头申报的“长江中
游典型城市群多源无机固废集约利用
及示范”项目成功立项，项目成果将推
动固废在建材领域的高效、集约利用。

该项目由湖南交水建集团牵头承
担，将以长江中游城市群加速工业化、
城镇化、一体化为背景，剖析其城市群
内多源无机和有机固废分类、处理和
处置的特点与问题，研发相关固废制

备生态建材的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应
用技术，最终形成适应长江中游气候
和固废禀赋特征的多源固废制备再生
建材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体系。项
目研究周期 3 年，研究总经费 9890 万
元，其中中央财政专项经费2460万元。

湖南交水建集团及旗下企业一直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近年来承担
了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交通部、水
利部与湖南省重大科技专项在内的科
技项目300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9 项，由集团设计和
施工的矮寨大桥创下四个世界之最。

推动固废高效集约利用
湖南交水建集团立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进行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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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食品今年为啥这么火 我省大力推进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湖南日报4月7日讯（通
讯员 李新辉 刘澜 记者 彭
婷）记者今天从湘潭高新区了
解到，园区企业湖南永霏特种
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在圆满完成
中央和湖南省抗疫物资生产任
务后，现在正加足马力生产一
次性医用防护服，积极为国际社
会抗击疫情贡献中国力量，目前
海外订单额达2.8亿元。

湖南永霏在取得全省首
张医疗器械注册、生产许可
证后，成为我省第一家可生
产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的企
业。湖南永霏克服重重困难，
生产线数天上马，科研团队
随之跟进，防护服品质不断
提升与改进，短短 40 天时
间，高标准完成国家调拨任
务 2.3 万件、共计生产近 27
万套国标医用防护服。经权
威鉴定，其产品材料和接缝
处均100%达到国家标准，明
显高于同类国际知名品牌。

3 月 13 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向
湖南省、湘潭市及企业发来
感谢信，盛赞湖南永霏有强
烈责任感，特别讲奉献、能担
当，为抗疫作出重大贡献。

湖南永霏公司总经理李文辉告诉记
者，一直以来，公司坚持高标准生产，在抗疫
特殊时期，永霏产品受到国家、省市主管部
门、权威专家及一线医护人员的一致赞誉，
也引起海外国家高度关注。目前，永霏已接
到德国、意大利、摩洛哥、韩国等国的大批订
单。已获得CE、FDA等国际认证的湖南永
霏，至4月中旬，一次性医用防护服生产线
将扩大到4条，日产能将达到5万件。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刘灵宁 周闯）集贸市场

“短斤少两”“计量作弊”是民众的“烦
心事”。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市场监管
局获悉，从4月1日起，全省市场监管
系统组织开展为期 2 个月的集贸市
场计量专项整治，所有使用商贸衡器
进行贸易结算的农贸市场、批发市
场、超市卖场、个体门店，经销或维修
商贸衡器的门店和个人，销售商贸衡
器的网站网店均纳入整治范围。

本次整治的重点对象涵盖：计量
举报投诉较多的市场、门店；未按要

求设置公平秤的集贸市场；兜售具有
作弊功能商贸衡器的网站网店；发布
计量作弊商贸衡器销售广告（信息）或
提供计量作弊改装服务信息的网站。

专项整治对6类违法行为依法从
严从快查处，主要包括使用具有计量
作弊功能或计量失准商贸衡器进行贸
易结算、短斤少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违法行为；制售具有计量作弊功能商
贸衡器的违法行为；提供商贸衡器计
量作弊改装服务或技术指导的违法行
为；利用互联网发布计量作弊商贸衡
器销售信息或提供计量作弊改装服务

信息的违法行为；使用未经检定、超检
定周期或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用于贸
易结算的违法行为；销售净含量不合
格定量包装商品等计量违法行为。

省市场监管局计量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督促集贸市场举办者落实
计量主体责任，按要求设置公平秤，
建立“计量失准先行赔付”等便于消
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管理制度，引导
集贸市场举办者诚信经营。对制售

“作弊秤”的行为，将深挖源头、一查
到底，对涉嫌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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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短斤少两”严查“计量作弊”
湖南开展集贸市场计量专项整治

4月7日，东安县白牙
市镇山水村，竹编制作技艺
传承人龙祥庚在拉竹丝，编
织产品。该村依托南竹资源
和传统竹编手工艺，在驻村
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成立
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增
收。目前，全村从事竹编生
产的手艺人达100多人，带
动了40多名贫困村民、残
疾村民增收脱贫。

黄绮 唐明登 摄影报道

——扶贫印记

指尖上的
脱贫路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 李燕翔）记者从湖南
省市场监管局3日召开的2020年人大
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推进会上获
悉，该局2019年建议提案实现领导批
办率、代表沟通率、按时办结率、代表
满意率“四个 100%”，代表见面率达
87.1%。

2019 年，省市场监管局收到人大
建议 73 件、政协提案 74 件，涉及知识
产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

全、农村假冒伪劣商品等。该局今年共
承办人大建议政协提案 79 件，主要涉
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引领、信用监管等，已将人大第1110号

《关于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
作为年度重点督办的建议。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快推进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确保
办一件建议提案，解决一类问题，推动
一项工作，展示政府公信力和市场监
管部门形象。

省市场监管局推动2020年度建议提案办理

办好建议提案 推动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