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5日讯 今年我省宁远、嘉
禾、道县、临武等12个县（市、区）不通高
速公路的历史将被改写。这是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全省高速公路工作会议了解
到的消息。副省长韩永文出席会议并讲
话。

据了解， 今年我省将投资570亿元，
确保吉茶、炎睦、娄新、长湘、衡桂、桂武、
南岳、宁道、浏醴、炎陵分路口至炎陵县
城、 郴宁、 吉怀、 通平、 大浏14条共
1011.74公里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力争汝
郴、醴茶、永蓝、长浏、澧常5条共557.46
公里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年底高速公路
通车总里程达到3600公里以上。并在4月
份启动潭耒高速公路提质改造， 完成长
益高速公路的提质改造。

■记者 朱玉文

本报 2月 15日讯 本报 2月 13日
A04版发表的《高速公路私开出口，循
环逃费来去自由》的这一报道引起了读
者的强烈反响，很多读者向本报反映投
诉我省高速公路逃费的情况。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相关领导了解
情况后， 对本报报道作出充分肯定，并
对此事高度重视，表示将紧急封住这些
违规的私人出口，下一步还将进一步加
大监管力度。

潭邵高速公路管理处管理处长吴志
建告诉记者，看到本报的报道后，他们已
立即制定措施对私开出口进行及时处
理。“要把暗沟改为明沟， 这样即便口子
打开，车辆也无法通过。”

同时， 记者在今天召开的省高速公
路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我省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增长了13个百分点，而通行费
只增长8个百分点， 有的高速公路通行
费居然出现了负增长。“这其中就有部分
原因来自于逃费。”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
局长宋祖科表示， 下一步将全面加强对
省内高速公路“逃费”、“倒卡”、“垫秤”、
“闯岗”等违规违法现象，严厉打击偷逃
通行费的行为。 ■记者 朱玉文

省高管局：
将立即封堵两私开出口
严厉彻查省内逃费、倒卡现象

《高速私开出口，循环逃费来去
自由》后续

我省高速通车总里程
年底将超3600公里

本报2月15日讯 再过3个月零3
天， 第七届中博会就要在长沙拉开帷
幕了。 作为今年我省最大规模的经贸
活动， 第七届中博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正紧锣密鼓地开展着。

今日， 组委会秘书处在长沙召开
的发布会上透露，将于5月召开的中博
会共有华商领袖峰会等7项重大活动，
及文化创意产业研讨会等10项主题活
动，尤其是今年承办模式创新、高峰论
坛创新等“五大变化”值得期待。

本届中博会将四市联办
按照传统惯例， 中博会每年在省

会城市举办，今年首次采用了“1+3”模
式，改由长沙、株洲、湘潭、张家界四市
联合举办。“省会城市和市级城市联合
举办， 有利于通过中博会促进二线城
市的旅游业、会展业、服务业等加快发
展，推动其全面升级。”副省长何报翔
表示。

张家界是湖南旅游业的龙头，本
届中博会上旅游投资洽谈会就设在张
家界；株洲目前已获批国家卫生城市，

一直在探索可持续发展、产业的转型升
级， 因此可持续发展市长论坛设在此
地； 湘潭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故
里，长期以来湘潭与非洲各国在农业方
面合作，湘潭承办中非商务论坛，今后
将拓展在农业、工业、商贸等各领域的
合作。

文艺晚会在橘子洲头举行
今年中博会的论坛内容、跨国公

司恳谈会、 文艺晚会等活动都有创
新。

跨国公司恳谈会由中部六省主要
领导推介，改为跨国公司高管介绍全球
发展战略和在华投资策略。文艺晚会则
从室内移至室外，初步定在橘子洲头举
行。

此外，今年中博会还将首次开通网
络宣传，邀请国际知名专业公司参与组
织策划，运用声、光、电、梳子等各类最
新现代技术布展，将打造出独具魅力的
“网上中博会”，扩大展览覆盖面、延伸
展览展示期限，提升展览展示效率。

■记者 未晓芳

我省五月再办中博会
四市联办，五大变化，市民可在网上看展览 你可通过本报向中博会建言献策

“中博会是招商引资的好平台， 更与
每个湖南人息息相关。”在新闻发布会上，
商务厅厅长谢建辉强调。谢建辉说，发展
是最好的民生， 通过中博会招商引资，利
用更多内资外资发展湖南经济，势必会增
加就业、增加老百姓收入。此外，本届中博
会强调绿色发展，突出环保发展，这还能
让老百姓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最好空气、最
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空间，“这是最大
的民生”。

值得注意的是，5月18日~20日， 中博
会举办期间，将有境内外政要、世界500强
等重要客商1万人左右云集湖南。 谢建辉
说，每个老百姓要从自己岗位做起、从点滴
做起， 将湖南文明、 开放的形象展示给世
界，“人人参与中博会、个个做好东道主”。

如果你对第七届中博会有好建议，欢
迎拨打本报热线0731-84329834或@三湘
财富俱乐部建言献策，我们将把您的意见
转达到组委会。

期待你向中博会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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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自家电下乡信息系统中心所发布
的报告数据显示， 格力2011年1月至12月，
空调下乡市场销售额136.94亿元，市场整体
占比40.42%，销量为428.32万套，市场整体
占比40.23%。 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额，格
力都牢牢占据空调下乡冠军地位，行业领导
者地位无可撼动。
占有率超四成，渠道优势尽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格力依托28家区域
销售公司，在全国拥有3万个销售网点，其中
包括1.5万家专卖店， 专业售后服务人员3万

多人，网点遍及全国大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
报告显示，目前，格力电器在大部分区域

市场占据了30%以上的份额， 在许多区域湖
南、湖北、陕西、广西、上海等市场上甚至获得
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
领跑农村市场，技术创新护航

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格力空调还特别
针对农村市场的房屋结构、使用习惯、电压等
特殊环境条件，专门进行了宽电压设计、远距
离遥控、防火、防鼠、防撞、防锈、防尘、大风
量、易清洗等设计，让消费者用得更安全。针

对农村电网不稳定现状， 格力空调下乡产品
的启动电压设置为150-260伏之间， 基本克
服了空调因电压不稳难以启动的难题，深得
农村消费者的喜爱。

技术创新不仅是格力决胜农村市场的
秘密武器，也是格力全国致胜的法宝。据了
解，2011年，格力率先向市场发布了运用1赫
兹变频技术的空调产品， 在1赫兹低频状态
下运转时，制冷输入功率仅45瓦，只相当于
一只灯泡的耗电量。该产品的推出将格力推
向了变频空调市场第一的位置。据“产业在

线”发布的数据，2011年1月-11月，格力变
频空调累计销量突破1079万套，同比增长高
达195.78%，稳居国内变频空调第一。对核心
科技的掌握奠定了格力在一二级市场乃至
全球市场领跑的基础。
格力接力三四级市场，成就新蓝海

2012年将成为“家电下乡”政策的收官
之年。

格力总裁董明珠表示，过去政策的支持
反而弱化了格力的竞争优势，如今失去政策
拉动， 空调市场又重新回到了真枪实战之
中， 这反而有利于格力产品市场份额的提
高，因为在充分市场竞争下，格力本身拥有
的渠道、技术成本优势和品牌价值可以充分
发挥出来。

勇夺2011“空调下乡”双料冠军 格力全速领跑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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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

本报2月15日讯 从1月6日起，我省
的动物检验检疫费全线下调， 多个种类
降幅达四成以上。根据初步统计，该项政
策将减轻社会负担约9000万元。

为降低农副产品流通环节成本，日
前， 省物价局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
减费。根据通知，我省动物及动物产品检
疫收费标准，牛、马、驴、螺等大家畜以及
猪、羊、犬、家禽等检疫收费标准平均降
幅达42%，种蛋（每枚）的产品检疫费也
由0.175元降低为0.1元。

【政策】 多种费用减幅超四成
事实上， 这次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检

验检疫费的降幅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 除收费标准平均降幅达42%

外，省物价局还表示，对成批出栏和规模
屠宰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实行按批量计费
的办法收取产地和屠宰检疫费。比如，日
屠宰猪2000头、牛400头、羊3000只、禽
100000只（含）以上的，屠宰检疫费按不
高于《标准》规定的20%计收。

通知还明确部分项目不得收费。
如，对检疫合格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开具
和更换《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及使用检
疫标志、诊疗许可证、牲畜耳标等证章
标志，不得收取工本费；对饭店、餐饮等
单位和个人消费的动物产品不得收取
检疫费。

【分析】 不会拉低肉价

作为肉价成本构成的一部分， 降低
检验检疫费是否会拉低肉价？

“不会。” 红星盛业副总经理黄曙光
表示， 现在一头猪的检验检疫费是5元，
就算按降低五成来说， 也只减少了2.5
元，而一头猪光屠宰需缴纳多种费用，多
达35元，检验检疫费仅是其中一种。

长沙沙龙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志
勇也认为， 目前的高肉价并不会因为减

少检验检疫费而降低。
“最主要的问题是政府对于生猪

市场调控缺乏长效的干预机制。”经营
宁乡流沙河土花猪肉多年的汤总认
为， 一旦肉价高政府就会给养殖户补
贴，通过增加供应以平抑市场，而一旦
价格降低就会取消补贴， 养殖户积极
性随之降低， 市场供应一减少价格自
然会抬高，“政府应该对规模化养殖给
予长效补贴。”

■记者 刘玲玲 通讯员 黄歆

检疫费降了四成，不会拉低肉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