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药化注册司有关负
责人3月23日就中成药命
名新规表示， 该规定不涉
及承载中医药传统文化的
药品名称，如云南白药、同
仁堂等来自经典古方的药
品不在改名之列。

此前， 食药监总局就
《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
术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
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引发各界热议。意见稿
提出， 中成药命名不应采
用夸大、自诩、不切实际的
用语，如“宝”“灵”“精”“强

力”“速效”等，以及“御制”
“秘制”等溢美之词。

该负责人表示， 中成药
命名新规主要针对的是今后
新批准的药品， 同时也要对
已上市药品中夸大其词、暗
示疗效、 不科学的中药命名
进行调整。

据了解， 下一步对于已
上市的中成药中根据有关规
定确需修改名称的产品，食
药监总局将给予其一定的过
渡期，在过渡期内，采取加括
号的方式允许老名称使用，
让患者和医生逐步适应。

■据新华社

本报3月23日讯 在
共享单车的影响下， 自行
车重回人们的关注视线。3
月23日，包括美利达、喜德
盛等知名品牌在内的7家

自行车生产企业宣布全国
范围内召回893321辆自行
车，召回原因为前轮快拆装
置设计存在缺陷，可能带来
安全隐患。 ■记者 朱蓉

本报3月23日讯 在各
地网约车新政陆续出台的
背景下， 网约车竞争重点
已转向服务和运营。今天，
神州专车携手远大洁净空
气公司在长沙召开战略合
作新闻发布会， 强强联合
打造车内洁净空气， 将在
北京、上海、天津、郑州、石
家庄、西安、武汉、长沙等8
个城市的6200辆神州专车
搭载远大车用肺保， 为用
户提供全国首款“无霾洁
净专车”。

大数据报告显示， 雾霾
天都市出行专车需求增长强
劲， 如神州专车同比增幅
59%， 预约用车订单量同比
增长51%， 短程订单大幅增
加。此次神州专车的“无霾洁
净专车”，就是针对雾霾出行
环境，为用户个性化定制的
升级版专车，安装的车载空
气 净 化 器 拥 有 99% 过 滤
PM2.5的能力，8分钟即可
完全净化1次车内空气。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朱芳艳

本报3月23日讯 日
前， 浏阳市同升服装厂、宁
乡县美旺服装厂向省质监
局备案召回计划 ， 召回
2016年7月至8月生产的规

格型号为155和160的夏装学
生服， 因为存在上衣颈部有
长235mm可拆卸活动领带，不
符合标准要求，申请召回，涉及
总数量3900套。 ■记者 朱蓉

本报 3月 23日讯 日
前，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
告称，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
公司决定自3月31日起，召
回2016年12月8日至2017
年 1月 18日期间生产的
20420辆思域（CIVIC）汽
车。 本次召回车辆由于用
于连接冷却液膨胀罐的三
通阀靠近发动机侧的孔被

飞边堵塞， 导致在更换冷却
液时，发动机内部残留空气，
冷却液实际加注量不足。此
种情况下持续使用车辆，会
出现发动机冷却液温度高的
警示信息， 如再继续使用则
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 存在
安全隐患。 东风本田将为召
回车辆免费更换三通阀，以
消除安全隐患。■记者 胡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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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3日讯 居民“衣
食住行”处处和消费挂钩，而消
费已经成为拉动湖南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之一。 省统计局日
前发布数据称，1-2月，全省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334.6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4%。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
售、 住宿餐饮业法人单位实现
零售额813.49亿元，增长9.5%，
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

汽车销售下降
生产热情不减

数据显示， 全省基本生活
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速有所放
缓。1-2月全省限额以上批发
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中， 基本生
活类商品实现零售额224.83亿
元，同比增长15.3%，比上年同
期低0.9个百分点。尽管增速放
缓， 但粮油食品类、 服装鞋帽
类、 日用品类三者同比增长仍
然达两位数 ， 增速分别为
17.8%、10.8%、17.9%。

从数据来看， 湖南居民在
“吃” 方面节奏也变慢了不少。
1-2月全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
饮业法人单位实现零售额
31.92亿元， 同比增长6.6%，但
比上年同期低3.7个百分点，餐
饮消费增速放缓。 其中， 正餐
增长10.4%，快餐增长3.9%。

此外， 全省交通电器设备
类商品零售额增速也出现了明
显回落。数据显示，1-2月全省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
位中， 交通电器设备类商品零
售额286.95亿元 ， 同比增长
1.6%，比上年同期低4.3�个百分
点。其中，汽车类下降1%，家用
电器类增长11.2%。

尽管前2月汽车需求有所
“降温”， 但汽车行业作为近年
来全省发展较快的重点行业之
一，产量却依旧“热情不减”。数
据显示，今年前2月全省汽车产
量大幅提高，共生产汽车10.69
万辆，增长 13.1%。其中，基本
型 乘 用 车 5.47 万 辆 ， 增 长
63.6%；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4.87万辆，增长20.2%。

家具装修类零售增三成

前2月全省居住类商品仍
然延续了去年上涨的趋势，价格
上涨带动了零售额增速加快。限
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中， 居住类商品实现零售额
22.87亿元， 同比增长23.4%，比
上年同期高2.5个百分点。其中，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6.5%，
家具类增长34.7%，五金、电料
类增长12.2%。

受成品油价格调整等因素
影响，1-2月全省石油及制品
类商品零售额也出现了快速增
长。 全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
业法人单位中， 石油及制品类
商品零售额136.69亿元， 同比
增长16.1%， 而上年同期 为下
降5.4%。

省统计局分析认为， 尽管
前2月全省消费呈现平稳增长，
但需求增长后劲乏力， 全省新
的消费热点、 消费行为尚在形
成， 仍然存在电商行业发展不
充分、 严重的购买力外流等问
题， 因此要在巩固传统消费的
同时，培育壮大体育、休闲、家
政等新兴消费热点， 继续抓好
电子商务物流快递协同发展，
健全诚信体系和重要产品追溯
体系，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记者注意到， 在湖南居民
“花钱”增长的同时，各项存贷
款增速出现放缓。 省统计局日
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自去年10
月份以来， 全省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增速呈快速下滑态势，2月
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存款余额44024.6亿元，同比增
长15.2%，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
4个百分点。

贷款方面，2月末， 全省金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28659.3亿元， 同比增长13%，
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4.6个百
分点， 其中， 短期贷款增长乏
力， 余额已连续几个月出现负
增长。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孟强

本报3月23日讯 今天， 中国
人 民 银 行 长 沙 中 心 支 行 发 布
《2017年 2月湖南省金融运行情
况》。数据显示，2月末，湖南省个
人住房消费贷款同比增长37.6%，
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18个百分
点，增速连续12个月同比加快、连
续5个月高于30%。

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5.2%

2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44024.6亿元，同比增长
15.2%，增速虽低于去年同期4个百
分点， 但比上月提高0.3个百分点，
本月存款增速止跌略有回升。1-2
月新增存款2027.9亿元， 同比多增
22.5亿元。 其中2月份新增886.2亿
元，同比多增193.9亿元。

2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贷款余额为28659.3亿元，同比增
长13%，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4.6个
百分点， 比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
1-2月新增贷款1127亿元， 同比少
增10.7亿元。 其中2月份新增190亿
元，同比少增158.9亿元。

房贷增速连续5个月超30%

分投向看，信贷结构不断优化。
落后产能行业贷款继续大幅下降。2
月末，全省“两高一剩”行业中长期
贷款增速低于贷款平均增速10.4个
百分点，其中煤炭、钢铁等重点去产
能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比年初下降
10.18亿元，超出去年全年净下降金
额的1/2。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持续保持快
速增长。2月末， 全省个人住房消费
贷款同比增长37.6%， 增速比去年
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增速连续12
个月同比加快、 连续5个月高于
30%。

■记者 蔡平 通讯员 陈璐

前2个月湖南消费增长明显 居住类消费后劲十足，装修家具类零售增三成左右

房贷增势猛，装修消费水涨船高

我省住房贷款
同比增近四成
增速已连续12个月加快

数据连线

食药监总局：
中成药命名新规不涉及老字号

东风本田召回20420辆思域

7企业召回近90万辆自行车

湖南召回近4000套校服

无霾专车亮相长沙
8分钟净化车内空气

召回动态

行业发布

我省住房贷款增势强劲，与此相应的是，装修类消费增长也十分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