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电商集中签约望城经开区，打造长沙电商产业园，智能物流成关键词

湖南网购包裹将有望当日送达

A11 经济·消费2017.12.15��星期五 编辑 张允 图编 杨诚 美编 张元清 校对 汤吉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陈柄丞

本报12月14日讯 京
东、苏宁、国美、唯品会，这
四大电商企业龙头齐聚长
沙望城。今天上午，国家级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长沙电商产业园招商推介
暨重大项目签约仪式，现场
25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达134亿元， 签约项目涉及
电商产业、智能制造、新能
源、食品加工等领域。

电商巨头
在湘布局智能仓储

此次签约项目中，有世
界500强、上市公司、行业龙
头企业8家； 投资30亿元以
上项目1个， 投资10亿元以
上项目6个， 投资亿元以上
项目10个。其中，京东、苏宁
易购、唯品会、国美四大电
商龙头企业共同落户望城
成为本次集中签约的最大
亮点。

京东（湖南）亚洲一号
项目总投资35亿元， 用地
390亩，拟按智能仓储4.0标
准建设，打造京东亚洲一号
自动化仓储运营中心、区域
结算中心、分拨中心及湖南
区域总部基地，预计年营业
收入400亿元，税收2亿元以
上，将实现全球首个全程无
人化物流的运营体系。项目
分两期建设，一期已于11月
底开工建设。

苏宁云商（湖南）总部

项目总投资11亿元， 用地
432亩， 拟建设智能化存储
中心、拣选中心、结算中心、
物流平台及苏宁云商湖南
总部、 天天快递湖南总部，
预计年营业收入100亿元，
税收1亿元以上。

此外，还有唯品会（湖
南）总部项目、国美(湖南）电
商总部项目等，均与区域结
算、仓储、分拨、运营等相
关。湖南人有望享受上午下
单，下午送达。

打造千亿级
商贸市场集群

长沙电商产业园占地
8.5平方公里，选址位于黄桥
大道以东、 石长铁路以南、
马桥河路以西、银星路以北
区域。

望城区委副书记、望城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张毅介
绍，望城经开区发展电商具
备交通、产业、平台、物流、
人才、成本“六大”优势，同
时园区还拥有“长沙云谷”、
梦之湾大数据加速器等基
础大数据平台。长沙电商产
业园的建设，将推动大数据
与电商的深度结合，加速消
费者与商品的感知触碰，实
现线上与线下的连接互通，
催生传统商贸提质与现代
商贸布局融合发展的新格
局。 园区将力争通过5年的
努力，把长沙电商产业园打
造成长沙新一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建设成为全国一流
的电商产业示范基地。

近年来，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持续践行“一个交
行，一个客户”的服务理念，
按照中国银行业协会“文明
构筑和谐，规范促进发展”的
总体要求，积极创建“星级营
业网点”、“千佳”、“百佳”示范
单位， 关注民生及消费者权
益保护， 全力为老百姓打造
“放心、舒心、开心”的金融服
务窗口。

今年该行争创“百佳”
示范单位的网点是永州分
行营业部。 该网点总面积
1500平方米，是永州市金融
业面积最大的营业网点，厅
堂内有智能银行体验区、全
息影像展示区和机器人大
堂经理娇娇，能让客户体验
家一般的未来银行；有融入
江永女书、金丝楠木、祁阳
砚等永州本土元素的“奇
湘、 书香、 馨乡”3X+文化

区， 让客户体验人文浓郁、
意味悠长的文化银行。在创
建过程中，永州分行营业部
面对百年一遇的洪灾不抛
弃、不放弃，以“工匠精神”
书写创新、以“钉子精神”书
写坚守、以“大爱精神”书写
责任，最终以全省银行业第
一名的优异成绩突围至中
银协，再一次彰显了交行人
做三湘最佳服务银行的永
恒决心。

下阶段，该行将继续以
“百佳” 示范单位创建为契
机，以打造“湖南最佳服务
银行”为目标，全力践行“承
担社会责任、 服务创造价
值”的理念，以更“接地气”、
更负责任的态度服务社会、
服务百姓，不断提高客户满
意度。

■易月 潘显璇

提醒

记者致电长沙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得知，对于
有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如婴幼
儿服装、儿童安全座椅、儿童
家具等会在产品标签上标注
相应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此
外，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
经开通了网上标准查询的途
径。如果想要对标注“儿童专
用”的商品查询辨别，消费者
可以通过国家标准全文公开
系统或者长沙市标准信息服
务平台检索相关标准确定。

“针对儿童商品的标准非
常少。例如儿童牙膏和成人牙膏
执行的是同一个GB8372-2008
国家标准。” 江苏健行律师事
务所律师周超尘表示。

■见习记者 陈柯妤

儿童牙膏、儿童酱油、儿童奶
酪、儿童挂面、儿童洗衣液……当
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傍上“儿童专
用”的标注，背后是刺眼的价格标
签。 例如， 在长沙王府井生活超
市，一支70g花王儿童牙膏售价44
元， 而同品牌165g药用药膏仅售
价38元。

“儿童专用”商品真得值得花
更多的钱去购买吗？

价格高数倍，家长愿买单

12月14日， 在长沙王府井超
市牙膏货架区， 儿童专用牙膏被
分类放在入口醒目处。

一小管50ml�的德国进口宝
儿滋牙膏售价近50元， 尽管对于
价格有点犹豫，但一直抱着“给孩
子买东西就买最好的”理念，市民
赵女士还是购买了这款牙膏。

除了儿童牙膏普遍比成人牙
膏价贵几倍，似乎只要加上“儿童
专用”头衔，不少商品价格都会水
涨船高。

同日， 在步行街沃尔玛超市，
陈克明鸡蛋龙须挂面售价1.6元，

而其品牌下儿童挂面却标价7.6元；
规格为1kg的蓝月亮手洗专用洗
衣液售价19.8元，而其粉色包装的
1kg宝宝专用洗衣液标售33.8元。

配料差别小，无相关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记者对比沃尔
玛超市出售的“加加儿童酱油”与
“加加生抽酱油” 的营养成分表后，
发现两者如出一辙：能量34kg、蛋白
质1.3kg、碳水化合物0.7g，特别是儿
童酱油所声称的“低钠配方”，在其
营养成分表上没有任何体现， 钠含
量均为1106mg，占比55%。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市面在售
的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面条、
儿童酱油等标注着“儿童专用”的
食品，目前我国并没有相关的国家
标准作参照。据了解，早在2015年，
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曾明确指出：在
我国，对于3周岁以上的低龄儿童，
尚无专门的儿童食品安全标准，更
没有明确的“儿童食品”定义。“没
有标准规范，儿童食品其实就是普
通食品。” 南京医科大学少儿卫生
与妇幼保健学系主任汪之顼表示。

“儿童专用”多为噱头，价高未必靠谱
调查：配料成分相差无几 专家：就是普通食品用品

商品是否“儿童专用”
可网上查询辨别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积极争创“百佳”示范单位

12月9日晚，北京零下6度的
天气掩盖不住人们内心的狂热，
北京工人体育馆人声鼎沸， 热闹
非凡， 现场歌迷和观众用欢呼和
热情， 点亮了整个北京工体的夜
晚。

中国人寿中国新歌声之夜北
京演唱会汇聚了张磊、蒋敦豪、扎
西平措、周深、李维、郭沁、梁君
诺、 刘雪婧等中国好声音和中国
新歌声的人气学员， 周深和李维
完美演唱的《贝加尔湖畔》，周深
与郭沁深情对唱的《大鱼》，扎西
平措与众不同的《一面湖水》，蒋
敦豪醉人心弦的《乌兰巴托的夜》
等经典曲目再度在工体唱响，演
唱会压轴更有华语歌坛巨星、百
变女神吴莫愁倾情加盟， 现场观
众掌声不断，现场除了中国人寿，

广发银行的出镜率也是非常
高。在北京站的演唱会现场，中
国人寿与广发银行Logo再度
合体亮相，众多歌曲MV中也少
不了广发银行的身影，“要投就
投中国人寿，要刷就刷广发卡”
闪耀全场。 除此之外，“国寿演
说家”的MV片段在大屏幕上一
一呈现，MV中有每一位“国寿
演说家”对工作、保险、梦想的
爱与执着，在这其中，自然也不
乏广发银行员工。

广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中国人寿中国新歌声之夜
北京演唱会是一场汇聚万众期
待的音乐盛会， 也是中国人寿
和广发银行回馈客户的诚意之
作。

■肖华

本报12月14日讯 近日海关总
署发布公告，决定自2017年12月15日
起， 在全国海关推广减免税申请无纸
化，同时取消减免税备案。我省 98�家
减免税企业再享海关改革红利。

据了解， 今后除海关总署明确规
定外，减免税申请人可通过中国电子口
岸QP预录入客户端减免税申报系统向
海关提交减免税申报表及随附单证资
料电子数据，不再提交纸质申请表。

目前我省涉及减免税业务的进出
口企业98家，今年1-11月，长沙海关
共办理企业减免税款2.74亿元人民
币。长沙海关提醒，企业申请时应根据
要求准确填报减免税申请表及随附单
证电子数据， 而且所有单据在监管期
结束后还要保存3年。 如果发现造假，
除了追补税款外，还影响企业信用。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张文博

进出口企业减免税
可网上申请办理

中国新歌声之夜北京站收官
广发银行出镜率高

规格同为1kg的某品牌宝宝专用洗衣液价格贵出其旁边手洗专
用洗衣液几乎一倍。

某品牌儿童酱油和生抽酱油的营养
成分表如出一辙。 见习记者 陈柯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