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经济持续回暖，内需强劲。

11 月 12 日，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发布

2020 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截至 9 月

底，平台年度活跃买家数达 7.313 亿，

同比增长 36%，一年劲增 1.95 亿活跃

买家。其中，第三季度单季增长了

4810万。

第三季度，拼多多 App 平均月度

活跃用户数达6.434亿，较去年同期增

长50%，单个季度大涨7460万。

截至 9 月底的 12 个月，拼多多平

台 交 易 额 达 1457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3%。

第三季度的营收超过142亿元，同

比增长 89%。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NON-GAAP）下，拼多多净利润为

4.664亿元，首次实现季度盈利。

这也意味着，7月1日起接任公司

CEO 一职的陈磊完美接棒，带领公司

迎来首个盈利季度，并继续实现用户

规模持续强劲增长。

年度活跃买家数超7.31
亿，一年净增1.95亿

财报显示，截至今年 9 月底，拼多
多平台年活跃买家数达7.313亿，单季
度增长4810万，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
继续保持增速领先。陈磊表示，拼多
多将继续加大在用户端的投资力度，
扩大用户规模，为更多用户提供“多实
惠、多乐趣”的消费体验。

今年以来，在“双循环”的新发展
格局下，拼多多先后推出了抗疫助农、
助力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等系列举
措，并与20多个制造业主产区开启深
化合作。期间，平台不断加大以“百亿
补贴”为代表的用户投资力度，使得消

费者能够在拼多多平台放心购买到高
性价比的国内外各大品牌商品。在此
带动下，今年 1 月至 9 月，拼多多净增
活跃买家规模达1.461亿。

与此同时，拼多多平台的用户粘
性不断增强。三季度，拼多多 App 的
平均月活用户数达 6.434 亿，较去年
同期增长 2.138 亿，单季度大涨 7460
万。

近期，高盛援引数据机构 Quest
Mobile 的报告称，第三季度拼多多
App 的 用 户 总 时 长 达 到 5310 亿 分
钟，较去年同比增长 101%。在第三
季度，拼多多用户使用时长已经占据
中国所有电商服务平台用户总时长
的 41%，较二季度的 34%大幅提升 7

个百分点。

单季营收超 142 亿元，
迎来首个盈利季度

截至 9 月底的 12 个月期间，拼多
多平台GMV达14576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73%。在年度活跃买家规模保
持强劲增长同时，拼多多平台活跃买
家年平均消费额进一步增长至1993.1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

得益于交易额的增长，拼多多在
三季度实现营收约142.1亿元，同比增
长 89%。其中，平台在线营销技术服
务收入约128.78亿元，同比增长92%。

在强劲营收带动下，拼多多实现
上市以来首次季度盈利。非美国通用

会计准则（NON-GAAP）下，拼多多三
季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4.664亿元。

财报还显示，第三季度，拼多多的
销售与市场推广费用约 100.72 亿元，
同比增长 46%。这说明，拼多多继续
加大了在用户端的投入力度，比如“百
亿补贴”的长期在线。

强劲的现金流，也持续支撑了拼
多多的高速增长。截至9月底，拼多多
持有现金、现金等价物及短期投资达
456亿元。

拼多多将继续加大在农
产品领域的“重”投入

拼多多 CEO 陈磊透露，农产品订

单量在拼多多平台继续保持高速增
长。拼多多通过赋能实现将农产品
直接运到用户餐桌，成为了中国最大
的农产品上行平台。接下来，平台将
继续加大在农产品领域的“重”投入
力度，持续投入买菜业务，与合作伙
伴共建冻库冷链，提升农产品流通的
效率。

此前，陈磊先后主导了包括分布
式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体系的研发。
在该体系中，每一款来自全国各地的
农产品，都能精准匹配天南海北的目
标用户；每一款定制化产品，都能精准
反映不同群体的深层次需求，并帮助
本土制造企业以最低成本培育品牌，
大幅提升了农业、制造业的生产与流
通效率。

受益于农产品需求扩大，三季度，
拼多多的用户访问频率、访问品类数
量、日均使用时长均有所提高，平日台
订单量峰值于近期突破1亿单大关。

（李 康）

“双循环”战略显效内需强劲

新任CEO陈磊带领“拼多多”迎来首个盈利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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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4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汤奕）11月 12日，随着帮助销售
非法捕捞渔获物的肖某被沅江市公安机
关逮捕，一起涉及5名嫌疑人、跨区域“产
销一条龙”的非法捕捞案告破。

今年以来，益阳市公安机关把长江
“十年禁渔”作为一项政治性、常态化的
任务来抓，严厉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
犯罪行为，形成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犯罪
的高压态势。截至目前，全市公安机关立

案侦办非法捕捞刑事案件 150 起，其中
侦办部督案件3起、省督案件12起；刑事
拘留 117人、逮捕 28人、移送起诉 81人。
1 至 10 月，在全省公安机关长江流域打
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中，益阳公安刑事
打击战果排名第一。

益阳市公安机关对内进一步明确和
细化治安、森林公安、网技等部门的职责
任务，治安部门牵头、各警种部门联动协
作；对外主动联系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

部门，建立健全行刑衔接和联合督导巡查
机制，实现信息共享、情报互通。6月19日
以来，各行政职能部门共向公安机关移送
非法捕捞案件线索 52 条，经核查立刑事
案件50起，联合开展执法行动616次，出
动执法人员 7487 人次。公安机关主动加
强与禁渔协会、反电鱼联盟、生态保护志
愿者等社会组织的沟通对接，联合开展巡
查打击。目前，益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市
森林公安局联手反电鱼协会连续开展3次

夜间巡河行动。各县市区公安局、派出所
积极联系反电鱼协会，在辖区河段联合开
展执法行动。

益阳市公安机关警示先行，充分依
托“一村一辅警”机制和“百万警进千万
家”活动，组织民警（辅警）在重点水域、
沿河乡镇进村入户走访摸排，结合历年
来打击的“涉渔”对象，初步确定269名重
点人员，采取多种形式加强警示教育和
日常管控,取得显著成效。

重拳打击非法捕捞
侦办部督案件3起、省督案件12起，刑事打击战果排名全省第一

益阳市

湖南日报 11 月 14 日讯（记者 徐
亚平 见习记者 周磊 通讯员 王琼
肖杰）“现在电压稳了，电器想怎么用
就 怎 么 用 ，村 里 的 生 活 和 城 里 一 样
好。”11 月 10 日，岳阳市君山区良心堡
镇维新村村民杜丽平告诉记者，农村
配电网改造前，村里一到用电高峰，经
常跳闸。近年来，君山区围绕“民生建
设 ”主 题 ，坚 持 问 需 于 民 、问 计 于 民 ，

“普惠”“特需”两手抓，以件件民生实

事托起百姓幸福生活。
君山区始终坚持多谋民生之利、多

解民生之忧、多办民生之事。每年岁末年
初，组织 1 万余名党员干部进村入户，通
过调查问卷、电视、手机报等形式广泛征
求意见，先后收到意见建议 1 万余条。根
据收集的建议，每年至少将 50 件民生实
事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列为重大督办事
项，举全区之力抓好落实。

该区成立重点民生实事工作领导小

组，将任务层层落实到单位和个人，专人
负责。建立专项跟踪督办机制，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一线调度、协调、督促，区政
府督查室全程跟踪督办，实行每周督办、
每月调度、半年通报、全年考评，定期通
报民生实事的落实情况。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新闻媒体参与调研检查工作，全面
强化工程质量监督，打造精品工程。连续
5 年，该区获评省、市民生实事办理先进
县（市、区）。

守护好一江碧水，建设好精致君
山。今年，该区共承办 27 件省、市、区级
实事，涵盖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民
生领域，其中新建农村公路 16 公里，完
成 3 个 10 千伏及以下行政村配电网改
造工程，解决 50 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及 50 名 残 疾 人 居 家 服 务 问 题 ，新 建
3000 平方米的城区停车场，建成启用
新洲菜市场，群众的美好意愿正一天天
变成现实。

扎实增进民生福祉
连续5年获评省、市民生实事办理先进县（市、区）

君山区

湖南日报11月 14日讯（记者
陈新）秋冬季节是污染天气高发期，
然而今年入秋以来，长沙多为蓝天白
云的好天气。记者13日从长沙市生
态环境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11
月10日，长沙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累计284天，较上年同期增加47天，
优良率为 90.2%，较上年同期增加
14.68个百分点，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长沙空气质量持续提升的原因
是什么？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莫金文介绍，每年 10 月 16 日至次
年 3 月 15 日为我省大气污染防治
特护期。为进一步做好特护期工作，
长沙抓好预警调度，统筹环境监测、
气象等部门，定期发布空气质量预
报，在不利气象条件或污染传输时，
加密会商研判，研究应对工作和管

控措施，最大限度减轻污染。同时，
严格落实《长沙市轻微污染天气应
对办法》，在良-轻微污染临界天
气，强化管控，力争“保良”。

另外，严格“六控十严禁”和执
法监管，抓好联防联控。对外，在重
污染和外输性污染天气时与株洲、
湘潭、岳阳、常德、益阳等通道城市
及时对接；对内，打破园区、区县、部
门之间的行政权限壁垒，常态化开
展交叉执法、联合执法，促进资源共
享提效。

莫金文说，长沙率先在全省实
行国、省控站点“点长制”各园区、区
县（市）党政一把手担任“点长”，对
辖区空气质量负总责，统筹协调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形成大气污染防
治合力。

湖南日报记者 向莉君 莫成 王柯沣
通讯员 陈生真 龙涛

11月14日8时许，初冬的暖阳洒在
武陵山腹地的吉首市矮寨奇观旅游景区，
横跨德夯大峡谷的矮寨大桥，在光影交汇
中更显神秘、雄伟。在矮寨大桥茶峒岸，数
千名身着节日盛装的苗家人，和来自陕
西、山西、吉林、贵州、湖北等地的鼓舞爱
好者，边鼓、边歌、边舞，共同开启2020吉
首鼓文化节的大幕。

吉首鼓文化节作为湖南省知名文化
节会品牌，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当地最
隆重、土家苗汉同胞最期待的节日。青山
如黛，九曲十八弯的矮寨盘山公路上，车
辆、游人如织，人们随着鼓声、踩着鼓点，
向矮寨大桥桥头行进。苗家阿姐首饰碰撞
发出的清脆声，伴着歌声、笑声响了一路。

大幕未启，欢乐已经蔓延矮寨的山
山水水。

“噢喔噢哦，苗家圣祖，苗族鼓神，
苗家子孙向你祭拜来了。”10 时 02 分，
随着《巴代祭鼓》神秘的苗疆远古音乐
响起，两名老巴代手持司刀、绺巾、竹柝
等法器，在舞台正前方齐声高呼，掀开
了活动大幕。

牛角号声中，4名壮汉抬着硕大的天
鼓入场，数十名精壮的苗家汉子迈着神
圣的步伐，挥舞司刀、绺巾，喊起号子，护
卫着天鼓。苗家人好鼓，鼓文化渗透苗族
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苗家人每年
都要把祭鼓作为盛大节日的开篇，祈求
鼓神保佑一年的风调雨顺、平安吉祥。

祭祀毕，鼓声起，歌声扬。《神秘鼓》
《幸福鼓》《奋进鼓》3个篇章依次展开。

在一名土家汉子嘹亮的歌声中，20
多名穿着大红土家传统服装、手拿经幡
的土家汉子涌上舞台，《土家摆手锣鼓》
正式上演。舞台上，来自永顺县的 10 多
名土家儿女敲响身前的12面大鼓，舞台

最前方的4名土家阿妹随着鼓点敲响手
中的锣，形成“咚咚鼓杂喃喃语，一片缠
绵摆手歌”的热闹场面。

同样来自武陵山深处的湖北恩施州
鼓队的薅草锣鼓《幺姑筛茶来》，借助锣
的灵动、鼓的浑厚，展现土家人在薅草季
节，辛勤劳作收获满满的幸福画面。

鼓阵排开，令旗挥舞，百鼓齐鸣，来
自陕西的姑娘小伙用酣畅淋漓的鼓姿，
敲出强劲刚烈的鼓点，似黄河咆哮，如
万马飞奔。一段热血儿女保家卫国的

《韩城行鼓》，气势磅礴，令在场观众如

醉如痴。
随着一声声欢快的呐喊声，来自吉林

的10多位朝鲜姑娘，伴随着悠长鼓声，舞
动曼妙的身姿跳起《喜悦》的朝鲜族舞蹈。

同样霸气十足，气势恢宏的山西绛
州鼓乐《亲王点兵》，密集的鼓点，酣畅
淋漓地再现了练兵、布阵、习武、出征的
热血场面。

在《苗族铜鼓舞》声中，来自贵州凯里
的20名苗家青年，手持铜锣来回穿插、跳跃
击打，传递出苗家人的乐观向上。

在鼓声和歌声中，湘西土家族、苗

族儿女述说了年初勇敢无畏的抗疫故
事，和土家苗寨脱贫的件件喜事。

“吉首鼓文化节，我们来了。”在奶奶
的陪伴下，苗族小女孩对着远方高喊着，
世界各地参加过历届吉首鼓文化节的艺
术家们，从阿尔卑斯山、亚马逊平原、非
洲草原、阿里山巅、香江之畔，从云南、长
白山、东海、黄土高原，用不同的语言，通
过视频连线，把开幕式推向高潮。

矮寨奇观旅游景区，成了鼓声的海
洋，歌舞的海洋。欢腾激昂的鼓声、歌声将
欢乐散播在武陵山上，久久回荡。

鼓声激荡神秘武陵
——2020吉首鼓文化节开幕式特写

长沙市空气质量
优良率超90%

优良天数累计284天，较上年同期增加47天

湖南日报11月 14日讯（记者
金慧）今天，长沙国际会议中心迎来
开馆后的“首秀”——第 15 届中国
成长型医药企业发展论坛（以下简
称“成长论坛”）。论坛以“双循环 成
长力”为主题，同期将举办 30 余场
分论坛，内容涵盖国家医药政策解
读、产业发展热点、中医药行业发展
等方面，并将在线上向 100 个国家
同步直播。

成长论坛是由中国医药物资协
会每年在全国各地巡回举行的医药
行业大型综合性论坛，创办于2006
年，已成功举办了 14 届，是行业认
可度高、参与度广的品牌活动，目前
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
响应与参与。

“长沙市政府十分重视会展产
业，又有全国一流的会议中心，软硬
件都很符合我们办会需求。”论坛主
办方中国医药物资协会监事长徐郁
平表示，长沙国际会议中心外形和
内涵都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与中国医药行业十分契合。

据悉，长沙国际会议中心是由
“中国馆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
堂设计修建，占地面积约21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包
括一个全国领先、华中区域最大的
7800平方米主会场及大小 60个厅
房，将全面满足中大型国事活动、专
项学术会议、多元商务活动等中高
端会议活动的需求。

本届论坛是长沙国际会议中心
落成后首个大规模、高层次、专业型
的国际高端大会，将实现“强强联
手”，向世界人民展示长沙魅力、产
业优势和发展潜力，将吸引更多优
质会展项目落户长沙，打造长沙会
展名城的新名片。

论坛同期将举办“第三届世界
中医药服务贸易大会”“第九届中国
药店（国际）博览会”“第一届中国基
层医疗发展论坛”“第十一届道地药
材产业论坛”等多个分论坛，并首创
中国医药上市企业家峰会，100 多
家上市企业负责人汇聚一堂，构建
高端研讨、经验交流平台和增进合
作的新平台；首创全国基层党建创
新论坛，引导医药企业党建工作，推
进医药行业党建新发展；首发“中国
医药”抖音政务号，发挥导向作用，
提升宣导力度，履行社会责任，助力
行业发展。

新馆迎首秀，广纳天下客

第15届中国成长型医药
企业发展论坛长沙启幕

湖南日报11月 14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廖雨燕）11 月 12
日晚，一批专家学者走进株洲市石
峰区株冶生活区，只见经过“微亮
化”改造，这个有着 60 年历史的老
旧小区焕然一新，深巷、廊道、小桥
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居民
休闲散步悠然自得。“这不只是亮
化，还将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了一个
档次。”中国照明网总经理丁云高
感慨道。

长期以来，大尺寸、大投入的
灯光项目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商
业街，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往往被
忽略。为了让城市照明更大限度惠
及民生，2017 年株洲首提“微亮
化”。“‘微亮化’是城市照明领域的
新概念，它以城市微观公共空间为
载体，运用微更新手法、营造具有
普遍幸福感的城市夜间环境的社

会创新体系。”株洲市灯饰管理处
处长肖极夫介绍，“微亮化”关注城
市照明死角和盲点，主要对小游
园、小街小巷进行照明提质，采用
朴素、实用、创新的灯光手法对现
有照明环境进行完善提质。历时 3
年探索，目前株洲对 9 个小游园开
展景观照明提质，以及 57 条小街
小巷功能照明提质，投资不到 500
万元，惠及 4.4 万住户、26.5 万人
群。株洲计划用 3 年时间，在城区
全面铺开“微亮化”建设。

12 日至 13 日，来自全国各地
的 150 余名城市照明领域的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参观了株洲“微亮
化”成果，进行研讨。湖南师范大
学区域规划与环境艺术实验室主
任 沈 竹 认 为 ，株 洲 建 立 的“ 微 亮
化”管理体系，是城市照明治理的
典范。

株洲：“微亮化”
点亮城市每个角落

湖南日报11月 14日讯(记者 郑丹
枚 通讯员 李芸云）11 月 12 日上午，邵
阳市与怀化市政务服务“跨市通办”合
作签约仪式在邵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举行，正式推出“跨市通办”政务服务高
频互认事项 56 项，开启了邵阳市政务
服务“省内通办”“跨市通办”合作新篇
章，标志着两地政务服务合作迈入实质
性阶段。

邵阳市和怀化市地域接壤，人员交
流频繁，经贸往来密切。为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决策部署，邵阳市和怀化市主动
作为，积极推进“跨市通办”政务服务合

作机制，以驾驶证补证换证、养老保险待
遇资格认证、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
等信息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等重
点领域为突破口，梳理“跨市通办”高频
事项，通过在两市政务服务大厅设置“跨

市通办”专窗，积极破解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异地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难题，推
动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实现“跨市通办、
一次办成”，着力提升企业和群众异地办
事满意度。

推出56项高频互认事项
邵阳怀化携手推进“跨市通办”政务服务合作

11 月 14 日 ，
演员在表演湘西苗
族 鼓 舞《武 陵 鼓
韵》。当天，“世界鼓
舞 ，鼓 舞 世 界 ”
2020 吉首鼓文化
节在吉首市矮寨奇
观旅游景区开幕，
来自陕西、吉林、贵
州和湖北等地的
10 多支鼓队参与
活动，展示了不同
地域的鼓文化。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陈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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