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2018年6月28日 星期四
经济 07

! " #$%

!"#$%&'()*+,-./&01
234567+89:

;7<.=>?@#ABCD#!"EFG
HIJKELM.N;OPQRSTUVWX
+YZ[\.]^_ àbcdefgh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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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彭雅惠 李贞）
交通货运变化，是经济发展晴雨表。今年以来，
我省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增速均逐月上升，呈
现不断向好发展趋势。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最
新数据，1至5月， 全省累计完成货运量同比增
长4.9%，比1至4月、一季度、1至2月分别加快1.2

个、2.4个和3.1个百分点；累计完成货物周转量
同比增长7.2%，比1至4月、一季度、1至2月分别
加快0.5个、2.3个和3.2个百分点。

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管道5种货运
方式中，公路、民航和管道货运都实现了货
运量、货物周转量增长。其中，公路货运量和

货物周转量分别占全省总量的 87.6% 、
70.3%；铁路货运量增长迅速，前5月同比增
长11.9%， 但短途运输居多导致货物周转量
略有下降；水路货运情况相反，前5月货运量
同比下降2.0%，货物运程加长，货物周转量
同比增长1.4%。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年
以来，我省长期“大跨步”发展的消费市场呈现
稳中趋缓趋势。昨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5月
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1%，
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6个百分点，比4月低1.4个
百分点，也是今年以来增速首次跌落至10%以
下，全省消费市场亟待深挖发展潜力。

5月份， 我省限额以上法人单位22个商
品类值中， 有19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同比放

缓。其中，烟酒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建筑及
装潢材料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回落9个、
14.6个和11.2个百分点； 受去年二季度促销
力度加大基数抬高、进口车关税下调背景下
降价预期和观望情绪较强双重因素影响，汽
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仅增长1.7%， 比4月份
低6.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7.2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分析认为，购房挤出效应明显
是导致我省消费放缓的重要原因，随着全省

房价持续上涨，首套及改善性购房需求集中
入市，首付及房贷刚性支出一定程度挤出了
同期消费需求。因此，深挖全省消费发展潜
力，首要的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引导消费
性工业企业加快创新开发贴近多层次消费
需求的高质量、高品质产品，增加优质、中高
端产品的有效供给；其次应深化社会保障体
制改革，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重点保
障力度，解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我省消费市场亟待挖潜

前5月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增速逐月上升

我省货运跑出“加速度”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王婷）6月26日， 湖南财信金控集团与
长沙高新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打造湖南企
业上市孵化新高地， 共同培育更多优质企
业，帮助企业对接资本市场，获得更有效的
金融支持。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组建推进合作工作
服务小组，围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产业基
金、投融资及创新金融等多个领域开展全方位
战略合作，优化金融业态环境，推进产业和金
融业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财信金控作为湖南唯一金融控股平台，
借助自身财政背景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通
过结构性改革和战略转型，围绕“三大攻坚
战”等重大部署，坚持“精干主业、精耕实业”
的发展方略，致力于为辖区企业提供更多服
务，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

长沙高新区高度重视科技与金融的融合
发展，目前已落户企业25400余家。其中，上市
公司42家，占比全省上市公司41.2%；新三板挂
牌企业73家，占比全省挂牌企业29%；在湖南
股交所挂牌的企业560多家，居全省第一。

湖南财信金控携手长沙高新区
打造湖南企业上市孵化新高地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
者 周月桂） 湖南小龙虾首次出口到了俄罗
斯。6月23日，2万只、850公斤产自南县的小
龙虾，经飞机运抵俄罗斯，为火热的世界杯
各国观战球迷送去火热的“湖南味道”。

小龙虾是我省特色出口产品之一，2017年
全省出口小龙虾1195吨。 这批小龙虾是严格按
照养殖密度、养殖环境等筛选出的优质产品，为

熟制清水虾， 运抵俄罗斯后进入当地餐馆或酒
吧简单加工调味后即可食用。 为助力湖南小龙
虾出征世界杯， 长沙海关驻益阳监管机构筹备
办公室按照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要求， 提前
对企业的原料验收、生产加工、质量控制等方面
进行了严格检查， 抽检了多个出口产品原料和
成品样品，监测微生物、农兽药残留、污染物等
40余项目和白斑病等疫情，全部合格。

湖南小龙虾“飞征”俄罗斯
为世界杯送去“湖南味道”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王诚）今天，省质监局局长欧阳彪带队
督查长沙市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治
理工作。

督查组一行对浏阳市宏宇热电有限公
司进行了现场监督检查，详细检查了该公司
所使用的锅炉、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安全
运行状况、人员持证和检验检测情况，并在

现场召开反馈会，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以交办函的形式进行交办。督查组还查
阅了长沙市质监局和浏阳市食品药品工商
质量监督管理局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集
中排查治理工作的相关见证材料。

反馈会上，省质监局要求，浏阳市宏宇
热电有限公司要对此次发现的问题进行全
面整改，按照程序完成闭环处理。

省质监局督查长沙市特种设备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金慧 赵莎莉）今
天下午，湖南国际老年产业博览会筹委会举
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六届老博会将于10月
11日至13日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据了解，这届节会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
基金会、湖南省民政厅、湖南省红十字会、湖
南省老龄办、长沙市政府共同主办，以居家
养老和旅居养老为主题， 预计布展2.4万平
方米，将汇聚国内外最前沿的技术、产品以
及养老解决方案。目前，已签约参展的居家

养老老年用品达到1000多种。展会期间，将
举办中国中部国际老年产业高峰论坛 、
2018中国首届养老产品暨康复辅具设计大
赛颁奖典礼、长沙老年文化艺术节以及旅居
养老论坛、智慧养老论坛、健康养生论坛等。

截至去年底，我省60岁以上老人超过了
1245万人。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也给老年产
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湖南老博会于2013
年首次在长沙举办，已发展成为我国中部最
具规模的国际性老年产业盛会。

第六届湖南国际老博会将于10月举办

铁轨“卫士”换轨忙
6月25日下午5时许， 京广铁路下行线长沙浏阳河大桥段， 线路工在进行换轨作业。近

日，长沙气温持续上扬，施工人员克服作业环境温度高的困难加紧作业，力争于本月底完成
京广线丝茅冲至捞刀河近10公里的区间换轨施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高温势头不减
谨防“热射病”

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戴帅汝） 烈日炎炎，热浪袭人。省气象台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高温势头不减，最高气
温将达39摄氏度左右，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户外工作者和年老体弱者谨防“热射病”。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7天，省内前晴后雨。28
日全省以晴天间多云为主；29日湘西、湘北有降
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30日至7月1日湘北有
降雨过程， 局部暴雨；7月2日至3日降雨强度减
弱。气温方面，近期无冷空气影响，高温天气维
持，未来7天最高气温将达39摄氏度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连续的高温天气，加上南
方地区湿度较大，人体感觉会更加炎热，公众
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建议出行躲避烈
日，适当补充水分，保证充足睡眠，注意饮食
清淡，空调房内注意通风换气。此外还要谨防

“热射病”，“热射病”和一般中暑的区别在于，
患者会出现无汗、 人体高热达到40摄氏度以
上并伴有神志模糊的情况， 出现类似情况要
抓紧转移至阴凉处，并及时就医。

月桂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