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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南县餐

饮、住宿、零售等消费行业受到巨大冲
击，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刺激消费
市场全面复苏，南县县委、县政府秉承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惠”的宗
旨，于4月17日-5月31日举办了“惠聚
湘鄂边，乐购南洲城”首届购物节活动,
为消费者奉上了一场补贴前所未有、优
惠力度空前的购物促销盛宴，帮助实体
商业引流，促进消费回补。

一、成效明显——跑出消费复
苏“加速度”

南县本次购物节活动共有 2.9 万家
门店商铺3800种商品、10家建筑企业11
个楼盘、11家汽车销售公司60个汽车品
牌参与，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数达280万
人次,群众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在活动影
响下，全县消费市场呈现全面复苏态势。
购物节期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5 亿元，同比增长 40.26%，其中住宿餐
饮 业 增 长 16.1% ，批 发 零 售 业 增 长
52.5%。该县购物节活动主要聚焦实现
了三个方面的商品销售成果：

一是农副产品销量激增。实现该县
本地特色农副产品累计零售额 1100 万
元，环比增长87.6%。其中，展会销售额
324 万元；各参展企业门店销售 776 万
元，环比增长132.4%。参与本次购物节
的农副产品有稻虾米、中华鳖等 100 多
个品牌 500 多种产品，其中大米、粮油、
面条等生活必备物资销量较大。农副产
品销量激增，反映了受疫情压抑的消费
情绪得到有效释放，也体现了消费者对
本土特色农副产品质量的信任和认可。
同时，该类产品也逐渐得到了外地消费
者的认可和支持，主要销往长沙、广州、
上海等地，线上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二是房屋销量增幅明显。从房屋销
售来看，该县消费者购买能力依旧坚挺，
购买欲望仍然强烈，活动期间商品房和
商铺累计成交685套（间），成交金额3.7
亿元，实现综合税收 5548 万元，其中不
动产契税收入突破611万元。成交住宅
583套，同比增幅明显，表明购房刚性需

求仍然较大，房地产市场暂未达到饱和；
成交商铺102间，同比增幅较快，体现居
民投资更趋理性。购物节期间，全县成
交建筑面积突破 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1.5%，环比增长452%，全市排名第一。

三是汽车销售市场火热。购物节期
间，该县共有 11 家汽车销售企业 60 个
汽车品牌参与，累计销售乘用汽车 272
台，同比增长 51.9%，销售金额近 4000
万元。其中，大多购买的家用型小汽车，
共销售246台，占总销量的90.4%，充分
体现了该县消费者收入水平较高，消费
能力较强。

二、措施有力——按下消费复
苏“快进键”

（一）全面宣传发动。一是全范围覆
盖。县电视台和城区8处大型多媒体电
子显示屏24小时滚动播出活动情况；利
用宣传车深入人员密集场所宣传活动预
告；在公交站牌、通知公告栏、城乡人口聚
集区悬挂宣传海报、横幅 3000 处；农村
广播定时播报活动情况，确保活动宣传进
村入户，实现县域内宣传全覆盖。二是全
频道发布。广播电台每天早中晚三次播
放活动信息；县政府网站设立专题专栏，
及时公布活动公告、图解说明，重点推荐
消费场所等；建立首届购物节微信公众
号，并在南县发布、南广视界等微信公众
号同步发布活动内容；全县公职人员在微
信朋友圈广泛转发活动信息；在生态南县
APP及时发布活动重大事件。三是全媒
体宣传。刊发购物节活动报道260条，其
中，县级媒体242条，市级媒体11条，省
级媒体 7 条（湖南卫视 1 篇，湖南红网 2
篇），央媒1条。同时，华容、安乡、沅江、
大通湖、宁乡等县（市、区）媒体转载了南
县首届购物节相关新闻报道。

（二）科学策划活动。一是丰富节会
活动。活动主要分为“你消费、我买单”

“你购房、我送车”“你买车、我加油”“系列
评选活动”四大板块。其中，前三个板块
涉及普通消费者、购房和购车人群，基本
涵盖了县域内所有消费群体，确保了群众
的高参与。“系列评选活动”板块主要包
括：重点推荐消费场所、十大明星商铺、文
旅网红打卡点投票、购物节优秀短视频四
个方面。通过开展网络和微信投票，调动
了县域内绝大部分商铺、汽车、房地产销
售商和旅游景点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评选
投票页面总访问量 131.3 万次，总投票
110.8万票。共有1300多家门店报名参
与“重点推荐消费场所”，购物节组委会评
定440家公示，其中城区385家，乡镇55
家；评选了“十大明星商铺”和“十大文旅
网红打卡点”。二是实行奖补刺激。县财
政投入资金200多万元举办购物节，其中
150 万元用于现场发放奖金或汽油补
贴。“你消费、我买单”板块累计奖励现金
100多万元，其中单笔最高消费中奖金额
为 12880 元，万元以上中奖 4 人；“你买
车、我加油”板块奖补汽油23000升约13
万元；“你购房、我送车”板块减免契税
305.5万元，由 10家房地产企业出资 74
万元，设立特别奖为单价20万元的小汽
车3辆，幸运奖奖品若干。三是强化要素
保障。各商铺及企业积极筹备货源，确保
商品及时供应到位；公安部门全天候巡
逻，保障社会治安稳定有序；交警部门全
员上岗，确保活动期间道路畅通；县融媒
体中心全面检修设施设备和传输线路，确
保准确及时报道活动情况；移动、联通、电
信临时调用信号传输车，保障了网络直播
的流畅性；步步高（桂花广场店）免费提供
室内大厅和室外广场，用于商品展示和室

外抽奖活动。
（三）创新营销模式。一是“展会+

商铺”同步销售。集中设立展示大厅，商
铺申请通过后可在展会设立展位，展示
各类产品及其优惠活动内容，共有87家
商铺及企业展示汽车、建材、商品房、农
副产品等 1500 多类商品。群众既可现
场购买，也可预定后到商铺拿货。各商
铺主要推出“换季”“店庆”“专场”等促销
活动，吸引广大流动消费者前来购物，掀
起消费热潮。二是领导代言线上销售。
县政府副县长罗立峰为南县小龙虾和稻
虾米代言，在湖南兴盛优选电商平台南
县专场直播间推介南县特优农副产品，
开通线上边看边买一键下单，2 分钟内
销售南县小龙虾 33000 斤；同时，邀请
厨师现场制作蒜蓉虾，吸引顾客眼球，当
天直播共吸引21万人点击观看，累计成
交订单 11000 份。三是多维立体投放
产品。产品价格多元化，从最低 1 元
——100万元不等；产品结构多样化，涵
盖 40 多个行业近 1000 家商铺及企业，
产品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商品房商铺一应
俱全；同类产品可供选择多层次，仅稻虾
米就有 7家企业的 50个品种参展，价格
从8.8元/斤至98元/斤不等。

（四）保障产品安全。一是展示产品
溯源体系。该县以“湖南助农智慧农业”
为示范，开启互联网+稻虾产业新模式，
对稻虾生产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实现
了稻、虾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活动期间展示了溯源体系建设相关情况，
公布了水质、PH值、土壤、重金属等监测
情况，消除了消费者对南县稻虾米和小龙
虾品质的顾虑，提振了消费信心，树立了
产品安全可靠的形象。二是加强现场监
管检测。市监部门调阅 4 家大型超市

380个品牌1500多种商品的进货记录，
查阅进货单1650份，确保参与活动商品
品质和渠道的安全性；同时联合卫生部门
对35家宾馆、200多家商铺的卫生状况、
食品安全等进行了现场查验，发出整改通
知单80多份，未按期整改到位的一律不
纳入本次推荐重点消费场所范围。三是
随机开展产品抽查。市监部门对展销会
上所有产品进行随机取样，对产品质量不
达标的商铺立即取消参展资格。同时，市
监和卫生部门随机抽查了 60 多家餐饮
店，确保了餐饮业食材、食品安全。

三、经验科学——抢占消费复
苏“关键点”

（一）转变思想是刺激消费复苏的根
本前提。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县
除基本生活物资保障外，各行各业处于
全面停业状态，之后虽允许企业有序复
工复产，但餐饮、零售、住宿、工业企业等
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为激活疲软的消费
市场，促进南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县
委、县政府化被动应付危机为主动寻找
发展出路，制定了多个刺激消费的活动
方案；摒弃按部就班搞生产的想法，根据
当时疫情防控形势判断，为刺激消费市
场全面复苏，南县人民政府印发了《<南
县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恢复生产经
营促进投资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南政发〔2020〕1 号），最终确定举办南
县首届购物节；购物节上改变搞促销的
传统营销模式，努力探索“展会+商铺+
线上”的立体式营销模式，为购物节的成
功举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提振信心是刺激消费复苏的
关键抓手。受疫情影响，居民消费热情
不高，信心不足，不敢进入商铺或超市
开展接触性消费。为提高居民消费热

情，提振消费信心，领导干部带头参加
公众性活动，购物节开幕式县委书记、
县长、各相关单位一把手集体参加，并
试吃了部分产品，为全面参与消费起了
个好头；通过奖励价值 20 万元的小汽
车和当场现金兑奖刺激消费欲望，提高
居民消费热情；商铺和企业积极开展换
季、让利、周年庆等促销活动，全面调动
消费情绪。

（三）加强领导是刺激消费复苏的有
力保障。制定了《“惠聚湘鄂边 乐购南
洲城”南县首届购物节工作方案》，成立
了由县委书记任顾问，县长任主任，常务
副县长、县委统战部长、其他副县长任副
主任，有关县直部门单位一把手为成员
的南县首届购物节组委会领导小组；共
发动 50 多个部门 1800 多人参与策划、
筹备和执行，组建了综合办公室、宣传报
道组等11个工作小组，县长多次主持召
开专题调度会，压实了工作责任，明确了
工作任务，构建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亲自抓、其他县级领导协助抓、全县干职
员工和群众共同参与的局面。

（四）协同配合是刺激消费复苏的重
要途径。购物节举办期间，各级各部门
积极协同配合，为购物节的成功举办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挥机构协调得力。
由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全权负责调度工
作进展情况，各工作小组按时间进度汇
报工作进展，及时召开调度会研究解决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突发状况。部门之
间配合默契。税务部门及时搞好发票登
记，购物节期间累计开具个人消费发票
3.5万多张，刺激个人消费开票率同比增
长371%，校验中奖发票1500张；公证处
全程参与监督并公布中奖结果；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消防大队联合维护活动现
场安保工作；县融媒体中心全程参与直
播和节目录制，等等。商铺企业共同发
力。各商铺和企业自觉维护区域内食品
和卫生安全，认真开展产品质量自查，积
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产品质量检测，主
动开展各类促销惠民活动，让利于消费
者，达到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受
惠的目标。

（作者系南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办好购物节 稳住消费盘
——对南县“惠聚湘鄂边，乐购南洲城”首届购物节活动的调研与思考

湖南日报6月 11日讯（记者 黄利
飞）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2020年湖南地质灾害防治总
体形势、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和主要措施，
并发布《湖南省2020年度地质灾害防治
方案》。据预测，今年雨水将较常年偏多，
湘中以北地区因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
风险较大。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副书记、副厅
长赖馨正介绍，我省地质和气象条件
非常复杂，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十分严
峻 。现 已 查 明 各 类 地 质 灾 害 隐 患 点

18496 处 ，占 全 国 的 6.5% ，居 全 国 第
四，涉及受威胁人口 70.95 万、财产价
值 283.17 亿元。

根据我省地质环境特征、地质灾害
发育分布规律，结合全省气候趋势预测，
今年我省突发地质灾害起数预计较常年
平均值偏多。至5月底，全省已发生地质
灾害148起。6至9月我省地质灾害发生
频率较高，是重点防范期；7至9月湘东、
湘南应重点防范台风暴雨等天气过程可
能引发的地质灾害。

现已查明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

重点采矿区，如宁乡煤炭坝矿区、郴州柿
竹园多金属矿区、邵东石膏矿区等44个
矿区；张家界、自治州、郴州等山地旅游
景区；部分重要交通干线路段以及在建
的铁路、高速公路、水库、机场等重大工
程，是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域。

今年我省将从全面落实地质灾害防
治责任、扎实完成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
作任务、夯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基础、强
化地质灾害防治监督考核、持续提升地
质灾害防治技防水平等方面，筑牢地质
灾害防治这项“生命工程”。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6月11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
闻发布会，根据全省地质环境条件、地质
灾害发育分布规律，结合2020年全省气
候趋势预测，预计2020年我省地质灾害
防治形势总体较严峻，突发地质灾害起
数较常年平均值偏多。

地质灾害防治是一项“生命工程”。
我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全力做好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开展拉网式排查，灾害
隐患点集中“体检”

截至2019年底，全省已经查明的地
质灾害隐患点共18496处。按类型分，有
滑坡11155处，崩塌1651处，泥石流581
处，地面塌陷、不稳定斜坡、地裂缝和地
面沉降地质灾害5109处；按等级分，有特
大型43处、大型140处、中型1476处、小
型16837处。

湖南属地质灾害多发、易发省份。地
质灾害的综合防治，对湖南来说，向来都
是一场“硬仗”，今年形势更为严峻。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赖
馨正介绍，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因灾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从今年3月起，省自然资源
厅就开始组织全省各地对所有在册隐患
点进行了全面摸排。全省各市县累计派出
排查技术人员1700余人，车辆150余台、
行程达4万余公里，实现14个市州、122个
县市区地质灾害排查全覆盖。

截至目前，全省地质灾害隐患点巡
查排查实现100%，实施地质灾害工程治
理428处，其中特大型3处、大型15处、中
小型410处，共排危除险800处、避险移
民搬迁2427户。

通过拉网式排查，各市州、县市区均

建立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台账；绝大多数重
要地质灾害隐患点编制了防灾应急避险
预案，发放了防灾责任卡和明白卡，设置
了警示标志，明确了报警信号、撤离路线、
安置地点等，对汛期预警值班做了安排部
署。

加强监测预警，落实群测群防

今年1至5月，省地质灾害总值班室
连续开展全省地质灾害趋势分析与监测
预警工作，联合省气象局向社会公众发
布15期短期预警产品(黄色预警)，发布9
期中短期预警产品，发出短时预警信息
27 批次，累计发送手机提醒短信 28.7 万
条。至 5 月底，今年全省发生地质灾害
148 起，因各项防治措施到位，没有发生
人员伤亡。

监测预警机制的建立与实施，对地
质灾害防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总规划师申志军
说，落实监测预警措施，需责任到人，一
旦发现险情，要及时、坚决、果断采取避
险措施；同时高度重视群测群防体系建
设，及时更新完善以乡镇村、社区居委会
干部和骨干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网
络，充分发挥群测群防工作在汛期地质
灾害防治中的作用，做到快速传达信息，
有效预防灾害。

如何让群众树立起“防灾减灾，人
人有责”意识？申志军建议加强地质灾
害防治知识科普宣传，扩大宣传培训范
围，尤其要将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居民纳
入宣传培训对象，通过主题鲜明、通俗
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充
分运用典型案例定期开展警示教育和
防灾知识培训，着力提高公众识灾辨灾
防灾知识水平，提高群众应对突发性地
质灾害能力。

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提升
科技防灾减灾能力

宁乡市地处湘东偏北的洞庭湖南缘地
区，属地质灾害多发易发地区。2018年7
月，宁乡市以科技为支撑，启动全国首例以
市县级为单位的大范围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系统建设项目，在90个重点地质灾害隐患
点建成了619个北斗地质灾害监测站，24
小时对隐患点的变化自动化实时监测。

近年来，利用科技的力量防灾减灾，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不遗余力。

调派专业人员“驻守”，夯实科技防
灾专业力量。各市州通过签署技术服务
合同，由地勘单位派出技术人员全年驻
守在自然资源部门，帮助当地建立和完
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模式。

配备高科技设备，不断增强防灾手
段。省级部门装备了包括移动通信保障
车、三维激光扫描仪、无线视频传输系
统、卫星地面站和移动视频单兵等各类
设备553件套；市州、县市区防灾机构装
备各类设备1641件套。

目前，在全国大范围开展1∶5万地质灾
害调查和风险评价时，我省已经从2019年
开始，对地质灾害高、中易发区的89个县市
区开展1∶1万地质灾害调查和风险评价。

“这是一种更高精度的调查评价，基
本可以查明地质灾害孕灾条件和基本特
征，找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疑似隐患点，
推进地质灾害防治由隐患点监测转变为
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区管控，切实增加地
质灾害调查评价的精度、广度、深度，为
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申志军介绍，目前已经安排4个技术单位分
别在临湘、石门、新田、茶陵4县选取了3至
4个乡镇进行试点，计划在6月底基本完成
野外工作，10月底全面拓展到其余 85 个
县市区，预计2022年完成全部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6月11日，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
总队（简称“国调总队”）发布最新数
据称，5 月份，湖南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 2.0%，涨幅实现“三
连降”。其中，城市同比上涨1.6%，农
村同比上涨 2.9%，物价涨幅均跌至
今年以来最低水平。

在过去 5 个月里，我省 CPI 快速
下探2.9个百分点，并在时隔10个月
后重返“2时代”，是由哪些因素促成？
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而
言，意味着什么？

肉、菜、瓜果价格“跳水”
食品供给保障形势不断改善

“从 5 月份开始，叶菜和瓜果降
价非常明显。”湖南佳惠超市岳麓店
负责人曾小红告诉记者，进入夏季，
鲜菜、鲜瓜果开始大量上市，整体价
格随之稳步回落。

在湖南佳惠超市岳麓店，鲜嫩的
黄瓜、丝瓜、西葫芦，含露的苋菜、油
菜、生菜等，分门别类地堆放在货架
上。其中，西红柿、油麦菜是近两天的

“促销产品”。当前，西红柿零售价从2
月、3 月的每公斤 10 元左右下降到
1.98元，油麦菜零售价从2月、3月的
每公斤8元左右下降至2.58元。

在开福区沙湖桥农贸市场，到5
月底，猪肉均价约 47 元/公斤，商贩
们表示猪肉已经连续3个月降价，比

年初价格下跌近30%。
“5月份，全省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1.8%，非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7%。”
国调总队专家指出，食品仍然是主导
我省CPI涨跌的主因。

国调总队对全省14个食品小类
价格进行了监测，其中，鲜瓜果和鲜
菜价格同比分别下降16.4%、13.3%，
两项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75 个百
分点，成为抑制CPI上涨的最主要因
素。猪肉价格环比下降8.7%、同比涨
幅较上月收窄16.2个百分点，影响全
省CPI涨幅收窄约0.50个百分点，是
抑制CPI指数上涨的第二重要因素。
受猪肉降价带动，牛肉、鸡肉、鸭肉和
羊肉价格涨幅全部比上月回落，合计
影响CPI涨幅收窄0.07个百分点。

国调总队分析认为，肉、菜、瓜果
持续降价，意味着全省疫情防控形势
总体稳定，复工复产、复市复业有序
推进，生猪产能逐步恢复，市场供需
状况进一步好转，直接关系民生的食
品保障形势正在不断改善，居民们的

“菜篮子”正在变轻松。

核心CPI处于历史低位
湖南整体需求仍偏弱

“非食品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同
比下降，并且降幅持续扩大。”国调总
队消费价格调查处相关负责人指出，
从非食品价格走势来看，湖南市场需
求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

6月11日下午，长沙市芙蓉区国

旅环球旅行社门店十分清净，几乎没
有客人进店询问旅游产品。

国旅环球长沙分公司负责人告
诉记者，从 3 月下旬复工以来，公司
持续推送特价促销旅游产品，产品价
格已达历史低点，但省内购买旅游产
品的消费者数量仍远远低于往年同
期。

数据显示，全省纳入CPI监测的
7 大类非食品烟酒商品价格，5 月份
同比呈现“三涨二降二持平”格局，其
中，价格上涨的三类商品中，教育文
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分别同比上涨
0.3%、1.1%，涨幅均低于全省 CPI 涨
幅；交通和通信、居住价格同比降幅
较4月有所扩大。

“CPI 中的这些数据表明，服务
业复市复业的进度与其他行业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省旅游饭店协会负
责人认为，主要原因依然是疫情导致
需求减弱，旅游、餐饮、住宿、生活服
务等消费需求还在缓慢恢复过程中。

国调总队专家表示，5月份，受到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全省柴油、
汽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同比下
降24.3%、22.8%、14.9%，这是导致当
月湖南非食品价格同比下降0.7%的
主要原因，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后，我省核心CPI同比仅上涨0.2%，
仍处于历史低位。当前，湖南还需加
大力度稳就业、保民生，加快财税优
惠政策落地直达，大力支持广大中小
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快修复企业信
心，促进需求回升。

湖南日报6月11日讯（记
者 张尚武）湘江新发现 3 种洞
穴鱼，湖南鱼类多样性更加丰
富。继首次发现季氏金线鲃后，
省水产专家最近又在湘江上游
新发现两种洞穴鱼——长须异
华鲮、平头岭鳅。

湘江上游流经江华、道县，
喀斯特地区多地下河、溶洞。省
水科所副所长欧东升告诉记
者，去年 11 月，中国水电十四
局在江华境内的涔天河灌区进
行隧道施工时，意外打穿了一
条地下河，大量泥浆涌出，被迫
停工。施工人员随后在泥坑中
发现 1 尾外形罕见的死鱼，立
即报告当地渔政部门。

省水科所获悉后，迅速派出
专家组赶赴现场，对该鱼进行鉴
定，确定为季氏金线鲃。这种洞
穴鱼在省内还是首次发现。专家
组又对湘桂交界的地下河、洞穴
进行深入考察，多处发现季氏金
线鲃活体，还捞回4条幼鱼进行

研究。记者今天在省水科所看
到，仿生态的池塘中，季氏金线
鲃生长良好。

前不久，省水科所李鸿博
士带领的考察组又在道县的
地下岩洞中相继发现了长须
异 华 鲮 和 平 头 岭 鳅 。李 鸿 介
绍，这两种洞穴鱼的特征明显
易辨认。长须异华鲮的口角须
非常发达，远长于眼径，口角
须达主鳃盖骨前缘，上颌须达
眼后缘下方；平头岭鳅有 3 对
须 ，其 中 吻 须 2 对 ，口 角 须 1
对 ；胸 鳍 外 缘 常 呈 锯 齿 形 缺
刻；腹部具椎骨状条纹。

洞穴鱼类栖息在洞穴中，为
适应特殊环境而演变进化出独
特构造，在生态学、仿生学等领
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省水科
所所长谢仲桂称，湘江新发现3
种洞穴鱼，既丰富了湖南鱼类多
样性和种质资源，也为省水产研
究注入了新内容。

（图片均为省水科所供稿）

湘江新发现3种洞穴鱼
丰富了湖南鱼类多样性和种质资源，具有重要的研究和保护价值

6至9月是我省
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

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采矿区、山地旅游景区等地是
重点防范区域

筑牢地质灾害防治“生命工程”

湖南CPI重返“2时代”意味什么

季氏金线鲃

长须异华鲮

平头岭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