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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首届花植艺术节开幕 即日起至27日，市民可免费观赏

“
花颜草语”渐成消费升级新出口
上周末，2017长沙首届花植艺术节在长沙王府井
Family Park空中花园开幕。 活动现场， 多位花艺师以
“花艺”与“阳台”为主题进行了创作，日本景观大师大桥
镐志、 台湾花艺大师高意静等多位国际知名花艺师到场
与花艺爱好者们进行分享。本次花植艺术节将持续到11
月27日，市民可免费前往观赏。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随着运输等配套设施的完
善，在长沙，鲜花消费不仅成为常态，更形成了一大热点。
■记者 朱蓉

动态

即日起至27日，市民可免费观花植

“花植艺术节希望传达的
是一种生态家庭的生活方式，带
大家回归自然，找回对生活的兴
趣。” 花植艺术节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表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 多名湖
南本土花艺师以“花艺”与“阳
台” 为主题进行了创作， 这其
中，有以亲情为主题的花艺园，
有将植物、花朵与陶罐、手工木
制家具进行陈列以体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的作品， 也有以湖
南本土植物为主的创作。
带着3岁女儿前来观展的

调查

刘先生告诉记者， 天气好的周
末，经常带女儿去花鸟市场。这
次来花植节也是为了“培养她
对生活的热爱”。
据主办方介绍， 本次花植
艺术节还将举办为期三周的长
沙花艺大师赛事，除“最美阳台
花艺赛”外，还有将于11月18日
举行的“空间花艺设计赛”、11
月25日举行的“神秘箱花艺创
作插花赛”。 截至11月27日，所
有的参赛作品均将免费展出，
花艺爱好者和感兴趣的市民可
以前往观赏。

家庭鲜花消费已成新常态

在韶山南路工作的邓女士
订购“每周一花”99元套餐已近
半年时间，每次收花时，都会饶
有兴致地将插花作品拍照留念
并发布在社交平台上。 上周一
晚， 她如期发布了自己的插花
作品并配文：“连轴转的一天，
到家先把花摆好。”
“感觉订花的乐趣在于未
知， 每周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邓女士表示， 工作紧张容易导
致情绪焦虑， 摆弄一下花草可
以帮助舒缓心情。
和邓女士一样， 喜欢采购
鲜切花的长沙消费者并不在少
数。据福元西路上一家名为“佳
佳园艺”的花店负责人介绍，店
内有固定客群， 每到周末就会
采购鲜切花， 每束几十元可放
一周，如雏菊、蔷薇和百合等都
特别受欢迎。
今年以来， 网络订花平台
兴起，“每周一花” 得到不少办
公室女白领的喜爱。 三湘都市
报记者注意到， 星城不少知名
连锁实体花店也推出了类似业

务。都市花乡平和堂店于今年9
月开始推出“周花”业务，价格
根据花材的不同从每月99元至
129元不等，如在店铺附近还可
提供免费配送服务。
此外，诸如多肉植物、空气
凤梨等过去相对小众的生意热
度也在不断提升。 据记者不完
全统计，2015年在长沙仍凤毛
麟角的多肉大棚， 如今数量骤
增， 仅浏阳河附近就已有四五
家，其中还不包括在花店、花鸟
集市里出现的专营店。 在滨河
南路附近经营一家多肉大棚的
李先生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从今年夏天大棚开始经营，仅
凭一块路边指示牌就带来了不
少客流，“大棚内四分之三为幼
苗种植，也有成株售卖，搭配花
盆和种植专用土。”
记者还注意到，为了吸引更
多的女性优质客群，在会员活动
中安排如插花教程、DIY盆景等
活动的商家也日趋增多，甚至部
分中高端化妆品牌在新品上市
时也会结合花艺推出推广活动。

11月11日，长沙首届花植艺术节开幕，图为花艺师秒秒的作品《北欧时光——
—植物生活实验室》。

行业 花卉产业链日益完善
湖南乃至全国市场对鲜花需求
量的快速上升，也在无形中成为了国
内鲜花上下游产业链不断完善的巨
大推动力。
在湖南，鲜切花的市场供应主要
来自于省外、国外，前端物流就显得
尤为重要。11月1日，来自荷兰的3939
枝鲜花运抵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这是
湖南航空口岸首次进口鲜花类商品。
进口商欧花集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
人刘毅就表示，未来公司空运进口鲜
花将越来越频繁，希望将长沙打造成
华中地区进口鲜花的集散地。

记者手记
鲜花也是赚钱金钥匙
如今，鲜切花、盆栽或水培植物
都已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日常消费
品。这是消费升级的体现，对商人而
言，无疑也意味着市场和机会。
最早一批在长沙经营大棚的多
肉博主们，有的开始出书了，有的开
始成倍扩大大棚经营面积，将进货渠
道拓展至韩国等该产业更为发达的
地区。 这是花植产业欣欣向荣的表
现，也意味着，抓住人们越来越愿意
花钱在精神消费层面的商机，快速掘
到第一桶金不是难事。在工作生活压
力不断增大、 物资日趋丰富的当下，
鲜花不仅能够装点生活，也会是赚钱
的金钥匙。

记者 朱蓉 摄

10月我省CPI同比上涨1.3%
已连续9个月稳在“
1时代”
本 报 11 月 13 日 讯 今
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
总 队 发 布 数 据 ，10 月 份 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
比上涨1.3%， 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0.6个百分点，其中，
城市同比上涨1.2%， 农村
同比上涨1.6%。至此，我省
CPI涨幅已连续9个月停留
在“1时代”，物价水平保持
“稳”基调。
纳入统计的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中，食品价格同比
下降0.5%，非食品价格全面
上涨。
受节后需求回落和市
场供应增加影响，全省主副
食品价格普跌，其中，畜肉
类价格同比下降7.9%，影响
CPI下降 约 0.44个百 分点 ；
食用油和鲜果价格分别同

比下降2.5%、0.9%， 两项合
计影响CPI下降约0.05个百
分点。而因气温下降、蔬菜
生长周期变长等因素所致，
本地鲜菜产量下降，鲜菜价
格同比、环比均较大幅度上
涨。总体来看，食品价格仍
在持续走低， 对平抑全省
CPI起到重要作用。
非食品价格同 比 上涨
1.8%，其中，居住价格涨幅
最大，达3.6%；交通和通信、
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和娱
乐、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涨幅
均低于2%，涨势温和。
据测算，10月份， 我省
CPI 受 翘 尾 因 素 影 响 仅 为
0.15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
影响约为1.15个百分点。
■记者 彭雅惠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7 年 11 月 13 日
开奖号码:
第 2017310 期
1 3 6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0
434
451360
组选三
346
0
0
组选六
173
1149
198777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 年 11 月 13 日 第 2017133 期 开奖号码

01 29 27 11 12 26 07

09

下期奖池：0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注数
中奖
(全国)
条件
○○○○○○○
1
○○○○○○●
○○○○○○
○○○○○●
○○○○○
○○○○●
○○○○

16
311
1164
8241
17572
8716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4
21
176
388
2032

1293834
11552
1188
200
50
10
5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