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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本报11月14日讯 今
天， 邵阳市湘窖酒业有限
公司厂区酒香四溢， 来自
全省14个市州和省直的75
名酿酒高手齐聚于此，参加
湘酒技能竞赛决赛。 据悉，
这也是湖南省“湘字号”(即
“五湘”，湘茶、湘绣、湘瓷、
湘酒、湘竹)传统技艺工匠
竞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此次竞赛内容分为酿
酒工艺理论知识考试和现
场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
总成绩按100分计，前者占
10%，后者占90%。现场制
作技能考核， 评委从拌料
技能操作的熟练程度，上
甄操作的熟练程度， 对酒
质的分级能力以及酒产量
的掌控程度等对选手进行

打分。 此次的参赛选手都
是经全省各个市州前期湘
酒预赛选拔出来的，因此，
大赛不仅是湘酒技艺传承
的盛会， 更是湘酒文化交
流的好舞台。

据悉， 本次竞赛将持
续到11月16日。 获得决赛
第一名的选手经大赛组委
会评定并公示无异议后，
将由省人社厅、 省总工会
授予“湘酒工艺大师”，奖
金5万元，由省总工会授予
“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第二名至第十名， 由省总
工会授予“湖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湘酒优秀工匠”，
奖金各1万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赵更桥

无论是冬天生意火爆的羽
绒服专卖店，还是夏季受到欢迎
的冰饮店，到了反季时，会做点什
么生意呢？事实上，每到夏季，羽
绒服专卖店就简易地改换装修，
卖起凉席和凉快的睡衣，而冰饮
店也会改头换面，做另一些营生。

这并非个例。对售卖季节性
较强的商品的商家而言，如果快
速根据气温做出调整，对是否能
够在市场上占得商机至关重要。
不少消费者会发现，冬天，即使

想喝点冰饮， 在甜品店内点单
时，也常常会被服务员告知“停
牌”。商品暂时下架的背后，是点
单率过低带来的成本骤增，这是
商家降低经营风险的最佳选择。

虽然在四川，吹着空调吃火
锅还挺常见。但其实，这并不符
合市场规律的要求。事实一再证
明， 能更加快速适应消费者需
求， 甚至是预判市场走向的商
家，更容易赢得市场销量的回馈
与消费者的人心。

气温一“跳水”，“暖经济”马上升温
火锅外卖和热饮受宠 烤红薯和烤玉米涨价仍不愁卖

立冬后，寒意来得更加明显。自上周末开始，湖南大
部分地区迎来降温。据中国气象局于11月14日发布的天
气预报显示，长沙最低气温降至仅7℃。

气温的骤降，也迅速带火了能让人感觉温暖的生意。
张爹爹自10月底便开始在蚌塘社区卖起烤红薯和玉米。
11月13日傍晚，他如期出摊，不过烤红薯价格从每斤6
元涨至8元，而烤玉米的卖价也从3元涨至4元。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市场走访时还发现， 火锅店不仅
上座率高，就连外卖订单也出现骤增，而夏天备受宠爱的
冰饮店，也开始纷纷调整产品结构，推出热饮……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唐云峰 钟凤清

天一冷，火锅的生意就好起
来。11月14日18时，胡小姐与朋
友前往海底捞步行街店聚餐，虽
然距下班时间只过去不到30分
钟，但排号就已经到了30桌。“人
真的挺多， 没想到”。 她告诉记
者， 本计划去另一家火锅店，但
那家店大桌已全部预定完。

除了到店吃， 火锅外卖的生
意也挺火爆。11月14日中午，家
住华夏的花花通过美团外卖点了
个火锅。 她告诉记者，12点下的
单， 到13点15分才送上门，“外卖
小哥说订单太多，送不过来。”

长沙易爱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38火锅项目负责人康先生对
三湘都市报记者表示， 本周以
来，长沙气温持续走低，自10月
中旬上线以来市场反应一直平
平的火锅外卖订单突然开始增
多，“上周来自美团的外卖订单

日均还在100单左右， 这两天已
增长至200单左右。” 据他预计，
到11月底，仅来自第三方外卖平
台的日均订单量将会增长至800
单左右。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因
为看好火锅外卖的前景，长沙推
出外卖服务的火锅店已不仅限
于海底捞等大型连锁品牌，不少
小店也开始尝试。

据奇葩家私房火锅奥克斯
店客服表示， 付9元运费即可全
程配送， 时效为40分钟左右。锅
sir时尚火锅店则推出2人食用
的火锅套餐。

“在办公室吃火锅也很酷
啊。”11月14日，在某大型网站工
作的周女士表示，她曾点火锅外
卖到办公室与同事一起当中餐，
消费体验不错，“很多同事看到
了都说下次要尝试。”

市场 火锅吃外卖 生意挺火爆

季节性强的生意更要快速调整

本 报 11 月 14 日 讯
进入下半年， 湖南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PPI）涨幅
连续走高。今天，国家统计
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最新
数据：10月我省PPI同比上
涨6.3%， 涨幅为自二季度
以来最高。

分类来看， 生产资料
价格同比上涨8.0%，影响
PPI总水平上涨约6.1个百
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同比
仅上涨1.0%。其中，上游
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涨价明
显，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
价 格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4.3%、11.4%； 中游加工
工业价格同比上涨5.7%，
比上月涨幅略微提高0.1
个百分点； 下游消费品中
食品、 一般日用品等价格
涨幅均在 1.6%以下，衣
着、 耐用消费品等价格同

比下降。
显然， 上游领域价格

上涨向下游传导不畅，生
活资料需求并未出现明显
增长，PPI上升主要是受供
给减少影响。与之相应，全
省终端消费领域消费保持
平稳，CPI（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增速已连续9个月维
持在2%以下，且涨幅呈放
缓趋势。进入下半年后，我
省PPI与CPI之间的“剪刀
差” 逐月扩大，10月达到5
个百分点，为今年5月以来
最大差值。

PPI与CPI之间“剪刀
差”扩大，意味着我省下游
领域企业须消化上涨成本
的压力不断增大，因中小企
业大多分布在下游竞争性
领域， 其生产发展或面临
“紧日子”。

■记者 彭雅惠

75位湖南酿酒大师决战邵阳

车讯

11月10日， 知豆电动汽车在
“2017全球未来出行高层论坛暨国
际展览会” 上发布了旗下年度重量
级产品———知豆D3。全新理念的知
豆D3共发布了两个版本，其中等速
续航里程280公里的豆牛士版终端
零售价格89800元， 等速续航里程
380公里的圣豆士版终端零售价格
为109800元。知豆D3被定义为“智
能出行机器人”，日常出行中，不仅
能够像“伙伴”一样与驾驶者聊天互
动，还可以化身“智能大管家”，帮驾
驶者优化驾驶时间， 合理规划路线
等等。

D3开启微行智能时代

11月11日，北汽绅宝新一代首
款战略之作———全新绅宝D50在长
沙正式上市，全新绅宝D50共有7种
颜色、10款车型， 售价为6.79万元
-9.69万元。全新绅宝D50代表了北
汽绅宝最高造车实力，集合颜值、智
能、品质于一身，面向“有智青年”量
身打造。 语音系统擅长识别十几种
方言版本普通话， 你说什么它永远
瞬间“秒懂”，瞬间“搞定”，还搭载了
BSD盲区监测、车道偏离预警、行车
记录仪、360全景影像、环视系统。

全新绅宝D50长沙上市

11月11日，广汽传祺一场年度
盛宴“没有弯道的传祺世界”第七季
在长沙捞刀河试驾基地与消费者会
面，“特工夺宝”、“世界级SUV道具”
等， 为长沙市民带来酣畅淋漓的驾
乘体验，以及超值购车钜惠。得益于
优异、 扎实的底盘悬挂系统，Ti�
POWER第二代引擎随时迸发强悍
的驱动力， 广汽传祺系列明星车型
上演“特工夺宝” 现实版的追车大
片。此外，广汽传祺更为长沙用户献
上新能源专场，广汽传祺“纯电智联
SUV”GE3及“插电式新主流GS4�
PHEV”重磅上阵。

传祺“弯7”登陆长沙

天冷，吃火锅的市民多了。 记者 朱蓉 摄

我省PPI涨幅继续走高

张爹爹的烤红薯和玉米涨
价后， 卖得依然不错。“进价涨
了，我们也只是随行就市。”11月
14日，当前来购买烤红薯的市民
询问为何涨价时，张爹爹如是回
答。

虽然售价涨幅高达两成，但
消费者的热情并未因此减少。据
他说，这两天，大约8点左右就能
售空， 平时则常常不能卖光。一
位前来购买玉米的女性市民对
记者表示， 拿在手上热腾腾的，
不仅能吃，还可以取暖呢。

采访中， 记者还注意到，商
场里最受欢迎的奶茶饮品店内，
也悄悄换下了大幅的冰饮宣传

画， 取而代之的则是热饮照片。
在步步高梅溪新天地负一层，几
家软饮店也推出了如红枣桂圆
等主打热饮。上周才新开业的一
家花茶饮店，就仅有热茶饮和现
烤的鲜花饼在售。据该店店主介
绍，自开业以来，热茶的市场反
应“还不错”，选择在初冬开业主
要是“想蹭个天气的红利”。

喜欢点单下午茶的陈小姐
告诉记者，“夏天都要7分冰的奶
茶，今天和同事点了热饮，不然
总感觉会对肠胃不好。” 在她出
示的饿了么订单上， 记者看到，
16时左右，她下单购买了两杯热
奶茶。

调查 烤玉米涨了1元钱，热茶开始成为主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