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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张尚武 见习记者 黄婷婷 通讯
员 刘军 ）春分到，春耕忙。全省供
销系统发挥为农服务生力军作
用，确保春耕“粮草”充足。据省供

销社今天提供的统计数据，至2月
底，全省供销系统购进、储备化肥
223万吨，同比增长23%，可保春
耕化肥供应无虞。

去年冬天，受煤炭、磷矿石、硫
磺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一些化
肥厂家开工率下降， 市场供给跟不
上。省供销社及时分析市场行情，提
前谋划，统筹协调，多方调配优质货
源，确保农资供应“主渠道”平稳运
行。 岳阳市供销社组织1000多家网
点联合采购化肥16万多吨，湘潭、长
沙等市供销社也积极储备尿素、复

合肥、磷肥等大宗产品，充分保障春
耕用肥需求。目前，全省化肥价格平
稳，基本保持在去年的水平。

确保化肥供应充足， 质量放
心。全省供销系统在进货、销售环
节严格把关。各市州供销社强化农
资产品质量管理和追溯制度，供销
系统的农资超市统一标志，经营承
诺对外公示； 各地供销社与工商、
质监部门衔接，对农资进行分批抽
检，开展农资打假活动。

同时，省供销社发挥网点优势，
提升供肥服务质量。作为省供销社的

直属企业，湖南新三湘农业生产资料
有限公司坚持平价销售，组织农资网
点采取农资连锁配送、 定点直供、预
约送货等方式， 为农民购肥提供便
利。眼下，各级供销社加紧组织培训，
各地“庄稼医院”全力以赴，指导农民
科学施肥；各市州供销社旗下的惠农
公司抓紧组织车辆，把优质化肥配送
到春耕一线。

黄利飞

当下，收入水平提高，资产增值
速度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年轻人贷
款买房、买车、旅游等，已是常见现
象； 网购几百元的商品， 也愿意用
“花呗”“白条”等具有借贷性质的支
付工具。

于是，家庭负债率“蹭”地一下
就上去了。

家庭负债率通常可以用两个指
标来衡量。一是居民杠杆率，即居民
债务占GDP的比重； 另一个更直观
的是债务收入比， 即家庭债务占居
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这两个指标
值越高，说明家庭负债率越高。

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
究中心报告显示， 我国居民杠杆率，
1996年 是 3% ，2017年 底 已 上 升 至
48.6%。苏宁金融研究院整理的数据显
示，过去10年，债务收入比从18.5% 增
长至77.1%。负债结构以消费性贷款为
主，其中住房贷款占八成左右。

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得出的中
国家庭债务率， 还只统计了金融机
构的信贷总额， 民间借贷的隐性债

尚未包含在内； 而且短期消费性贷
款变相流入楼市的情况不少。 家庭
债务累积过高， 不仅会影响生活质
量，还可能隐含系统性风险。一旦出
现资产估值水平下降、收入下降，家
庭负债能力就不可持续。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人们相对愿意
负债消费， 家庭负债率原来水平较
低，在一段时期内增长较快很正常；
目前负债率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水平，也远未达到85%的债务阈值。
而且， 中国仍然拥有世界最高的居
民储蓄率。

债务是一把“双刃剑”，可以锦
上添花，也可以雪上加霜。

适度的家庭债务， 直接刺激消
费增长，对经济发展有益。

但过于迅速的负债增长， 而且
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 确实应令
人警醒 。 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 开始的直接
表征， 就是美国低收入阶层大量举
债买房。

及时敲响家庭债务风险的警
钟，应该没有坏处。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彭
雅 惠 ）2月， 湖南全社会用电量
126.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4%，增
速比上月下降19.1个百分点。今天，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发布数
据。

据分析，造成2月全省用电量增
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今年春节在2
月中旬，而去年春节在1月下旬，从而
导致前两月全省用电量“高开低走”。

受春节影响，2月省内第二产业
用电量同比约下降16%。其中，工业
用电方面， 电力热力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用电量降幅最大， 同比下降

136.5%，采矿业、制造业用电量仍
保持增长，但增速均较上月减缓。

服务业和居民用电则在“春节经
济”效应带动下快速增长。2月全省服
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06%，其中，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用电量增幅达
167.3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用
电量均实现28%以上的较快增长。

居民用电量同比增长17.38%，
为近15个月以来的最高增幅，其中，
增量主要集中在城镇居民，其2月用
电量同比增长32.3%， 而乡村居民
用电量同比仅增长5.1%。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彭
雅惠）新年伊始，我省房地产市场延
续了去年的“火热”势头。今天，省统
计局发布消息， 前两个月全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 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12.8%、28.9%， 旺盛势头带动房地
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2.4%。

前两个月， 我省各类商品房均
迎来旺市，其中，住宅销售面积、销
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0%、23.3%；办
公楼销售面积、 销售额分别同比增
长73.9%、45.7%； 商业营业用房销
售面积、 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54.3%、74.3%。

旺市吸引了更多投资涌入，1至
2月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超过300

亿元，住宅投资占比68.6%。其中，
张家界、益阳、常德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速最高， 分别同比增长68.6%、
54.0%、46.8%。

在投资推动下，我省房屋施工面
积同比增长6.9%，增速比2017年全年
提高1.8个百分点；新开工面积同比增
长40.8%；竣工面积同比增长8.9%，比
2017年全年提高18.8个百分点。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 全省土地
成交价格涨幅出现明显放缓， 前两
月全省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
积同比增长54.4%， 增速比2017年
全年提高27个百分点； 土地成交价
款同比增长37.2%， 增速比2017年
全年下降9.9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陈淦
璋 通讯员 喻晗）由长沙市规划勘测设
计研究院与摩拜单车联合编写的长沙
市首份共享单车出行报告今天发布。

该报告显示，长沙共享单车展现
出惊人的通勤能力，日均骑行量55.3
万次， 运力仅次于公交车和地铁；
2017年9月22日“世界无车日”当天
更是达到峰值81.5万人次，超过了长
沙地铁日均67.3万人次的客流量。

摩拜单车通过内置的物联网芯
片，整合大数据描绘了城市出行的热
点图。该出行报告以摩拜单车进入长
沙一年多来的1.3亿条出行数据为基
础，结合公交、地铁出行状况进行了
系统分析。报告显示，和一线城市9时

到来的早高峰相比，长沙这座城市在
工作日“苏醒”得早一些。从清晨5时
起，望城区和长沙县就冒出了通往公
交站点的零星轨迹；6时左右，骑行轨
迹开始大量重叠导向地铁和公交站
点，城市公共交通初显脉络；8时前后
城市正式迎来早高峰，骑行轨迹的层
次与细节愈加丰富。

与此同时，工作日追求“省时省
力” 的长沙人， 在节假日却展现出
“忙里偷闲”的生活特征。该出行报
告显示， 在周日， 近一半的人都会
“绕路”骑行，蹊径率（注：人们在休
闲骑行时倾向于闲逛绕弯， 而非直
线抵达目的地）全国领先，远超一线
城市，反映出星城的悠闲个性。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王
文）位于长沙市开福寺路南侧的一栋

“老粮仓” 近日经过保护性改造后重
新焕发生机。

这栋“老粮仓”长38米、宽14米，
仓身为圆形，仓顶为圆形伞状，仓体
有多处门窗，带有明显的苏式建筑风
格。 它由苏联专家设计，1951年建成
接收第一批新粮入库，距今已有67年
历史。2017年12月5日，“老粮仓”被长
沙市列入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单，
加以保护利用。文物保护部门和“老
粮仓”产权单位天健地产在对粮仓的
结构、 立面、 破损处进行检测后，对
“老粮仓”的功能布局进行重新设计，
对“老粮仓”进行了保护性改造。

为了确保“老粮仓”不再受损，改
造时仅是对“老粮仓”外立面进行修
补，补齐脱漏的砖瓦，对于破损的门
窗进行修复，对房顶的木结构进行了
加固，所有的线路全部走明线，整个
内部LOFT结构和装饰可以完全拆
卸，不在建筑上打钉钻孔。

记者看到，经过改造后的“老粮
仓”就像一位刚理了发的大叔重新焕
发了生机。“老粮仓”的仓身、仓顶修
葺一新，仓体破损的木窗、木门更换

成玻璃门窗，“老粮仓”四周摆放了绿
植，看起来十分整洁。“老粮仓”的仓
顶木结构保存原样，施工方采用碳纤
维对整个房顶的木结构进行加固，仓

顶改造出两个天窗作采光之用；“老
粮仓”的内部则来了个180度“大变
身”，钢架结构搭建的LOFT空间，让
粮仓内部显得更舒适。

天健地产相关负责人介绍，改造
后的“老粮仓”暂时将作为天健城售
楼部用，未来会选择做咖啡厅、文创
类的场所。

全省春耕“粮草”充足
供销系统购进化肥比往年增长逾两成

谈经论市

家庭债务风险警钟敲响

2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4.4%
受春节影响，工业用电下降、服务业用电“走高”

前两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12.4%
商品房销售量价齐升，土地成交价格涨幅放缓

67岁“老粮仓”焕发新生命

3月21日，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开福寺路南侧的历史建筑“老粮仓”经过保护性改造后重新焕发生机。 傅聪 摄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记者 曹
娴）3月21日，在全国两会刚刚闭幕
之际， 为进一步弘扬和保护企业家
精神，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我省180
余名企业家齐聚北京， 参加由省经
信委主办的2018年湖南省中小企
业领军人才培训班。

当前，制造业发展模式如何把握
变革寻找新的突破？ 有专家指出，智
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是关
键的三个着力点。今天的“新时代 新

动能”主题论坛上，来自西门子、航天
云网、国美的总裁以及北京中关村的
专家，从探索中国过程工业数字化企
业价值、 离散行业数字化企业价值，
打造工业互联网云端生态、重塑企业
核心竞争力、提振企业家信心以及新
时代的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分析了
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和制造业模式变
革的关键点，探讨和展望了实体经济
与智能制造融合的广阔前景。

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曹慧泉

介绍， 省委、 省政府贯彻“中国制造
2025” 的决策部署就是建设制造强
省，重点培育发展20个新兴优势产业
链。我省企业应走“专特优精”发展道
路，培育一批“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
军， 在新兴优势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
地；以“产业项目建设年”为契机，积极
谋划一批项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积
极参与省里大力实施的增品种、 提品
质、创品牌“三品”行动，打造一批能够
代表湖南制造形象的知名品牌。

湖南日报3月21日讯 （记者 严
万达 通讯员 曾令平 ）“有了这些
统一标准， 以后材料检测将更加精
确。”3月21日， 一条好消息在永州
焊剂企业“朋友圈”传递。由永州建
设的国家焊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湖南 )起草的《熔炼焊剂中氧化
锰含量测定X射线荧光光谱法》《熔
炼焊剂中氧化硅含量测定X射线荧
光光谱法》等5项地方检验标准，近
日获得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批
准。

国家焊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湖南 )作为长江以南唯一一家、
全国第二家焊剂产品检验中心，实
现了永州市“国字号” 质检中心
“零”的突破。永州锰矿产品及冶金
炉料等资源丰富， 焊剂产业已成为
永州的支柱产业之一。 永州生产焊
剂产品30多年来，先后涌现出35家
民营焊剂产品生产企业， 年产销量
达10万吨以上， 占全国年产量的
1/3以上。

5个地方标准的落地，将有力助
推全省焊剂产业提升工艺水平，迈
向高质量发展。 永州将利用现有国
际高端检验设备全面服务“开放兴
市产业强市”战略，为企业提供优质
便利的技术支撑和服务， 全面激发
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

焊剂产品有了
地方标准

永州国家焊剂检验中心
5项地方检验标准获批

制造业发展寻求新突破
2018年湖南省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在京开班

长沙人爱骑共享单车
单日骑行峰值81.5万人次；蹊径率全国领先，远超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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