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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9日讯 记者今
天从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
队（以下简称“国调总队”）了
解到，1月份湖南居民消费价
格（简称CPI）同比上涨1.3%。
有分析指出，2017年湖南CPI
上涨1.4%，涨幅有所回落，预
计2018年价格涨幅将保持在
可控空间且有所回升。

1月份，纳入统计的八大
类商品价格同比均出现上
涨。 其中， 居住价格上涨
3.2%，涨幅居八大类别之首。
国调总队数据显示，2017年
湖南居住类价格上涨3.5％，
涨幅为2012年以来最高值。
国调总队相关负责人认为，
居住类价格快速上涨， 主要
是房价和PPI上涨，以及“去

产能” 政策起到重要的拉升
作用。

去年，受畜肉类和菜(干
菜和鲜菜) 价格大幅下跌影
响， 湖南食品价格同比下跌
1.3％， 比上年低6.6个百分
点，出现了八年来首次下跌。
食品价格下跌， 也是影响消
费价格涨幅回落的主要原
因。进入1月份，食品类价格
与去年同期相比， 涨幅仍然
降低了0.1%， 但和去年12月
份相比，价格出现上涨，涨幅
1.5%。食品类价格上涨，则直
接“推涨”食品烟酒价格，今
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湖
南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0.2%，环比上涨1.1%。

■记者 吴虹漫

2月8日，交行推出手机版“沃
德理财顾问”及“沃德财商指数”，
为客户提供智能化的资产配置建
议和产品组合方案。“沃德理财顾
问”是国内首款为大众客户提供全
方位、 个性化财富规划的移动产
品，具有亲民、智能、专业等特点。

只需用手指点击交行手机银
行APP测评按钮，“沃德财富顾问”
就能对客户现有资产配置进行智
能化诊断和点评，并通过后台算法
提出个性化配置建议，客户确认后
可一键购买。此外，交通银行也同
步推出“沃德财商指数”，对客户的
个人财富管理能力做出量化分析。

“大数据、 人工智能这些金融
科技， 看似是很高大上的前沿技
术， 但我们可以把它变得很亲民、
便捷， 即使客户的金融知识有限，
也可以玩转理财。” 交通银行个人
金融业务部、网络渠道部总经理徐
瀚表示，交行提出的“金融科技，为
民服务” 是从客户的切实需求入
手， 将金融科技作为一种服务工
具，让每一名客户都能享受到原来
只有高端客户才能享受到的专属
服务。

便捷体验的背后，是交行百年
历史所积淀的管理智慧。“传统的
理财顾问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成
本，而‘沃德理财顾问’充分利用大
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
融合了交通银行10万员工、110年
的专业财富管理经验， 以及1.1亿
客户的行为偏好分析， 形成了专
业、科学的理财智慧。” 徐瀚解释。

“沃德理财顾问”和“沃德财商
指数”的问世，标志着交通银行将
以更开放态度拥抱金融科技，把
“大服务”理念融入日常业务之中，
使先进科技真正为民所用。

■蒋浩 易月 经济信息

本报2月9日讯 今晚24
时，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即将开
启。90号汽油每升下调0.13
元，92号汽油每升下调0.13
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14
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4元。

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

50L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
汽油将节省约6.5元。 这次调
整不仅是过去7个月以来的首
次下调， 也是2018年首次下
调，调整幅度达到每吨160元
到170元，92号汽油将重新回
归“6元时代”。 ■记者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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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新华保险2017年
度理赔责任年报正式发布。
数据显示，2017年，新华保险
的理赔服务呈现“两增一快”
的特点：一是理赔金额上升，
2017年累计理赔金额超过65
亿元，同比上升约28%；二是
理赔件数上升，2017年共理
赔132.7万件，同比上升超过
40%；三是理赔速度更快，全
部案件平均理赔时效缩短为

1.21天， 同比提速约40%。新
华保险“快理赔，优服务”的
品牌特色得到彰显。

报告显示， 移动理赔已
经成为新华保险小额理赔的
主流模式。截至去年12月，约
有31万客户办理移动理赔，
覆盖近80%的个人客户，超
过50%的小额个人医疗案件
无需经过人工处理即可自动
结案。 ■吴文捷 经济信息

2月9日， 湖南省质监局公
布了2017年“质监利剑”行动十
大典型案例。 三湘都市报记者
注意到， 此次十大典型案例最
高涉案金额达195万余元。

据省质监局副局长杨亲
鹏介绍，2017年3月， 永州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接到群众举报，
反映长沙一经销商销售到祁
阳县金沙湾B区一工程项目的
“湘钢”钢材为假冒产品。执法
人员现场查获该批冒用他人
厂名厂址的钢材共计98.75吨，
货值金额387879.15元。该案行
政处罚50万元及后续处理已
到位，并移送至祁阳县公安局
处理。

在另一案件中，郴州市质
监局接到群众举报， 反映郴州
市苏仙区坳上镇一民房内生产
假冒“HP”硒鼓，执法人员现场

查获冒用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厂
名厂址及“HP” 商标的硒鼓
2299个，涉案货值61.94万元。此
外， 经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调查核实， 该公司生产的工程
机械和车用油品存在冒用“长
城”、“美孚”、“壳牌” 等品牌厂
名厂址的违法行为。

三湘都市报记者统计发
现， 在此次公布的十大典型案
例中， 涉案金额最高近200万
元。杨亲鹏介绍，2017年1月，株
洲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接到群众
举报， 反映株洲云龙洞株路一
水泥分包点生产、 销售冒用他
人厂名厂址的水泥。据了解，株
洲市质监局执法人员查获冒用
厂名厂址的水泥共计8418.5吨，
货值金额195.9135万元，违法所
得42881.3元。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王诚

省质监局发布2017年质量抽检结果 多款儿童用品受检不合格

智能机器人不合格检出率超七成
2月9日， 湖南省质监局召

开2017年湖南省重点工业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和执法打假情况
新闻通报会。会上，省质监局副
局长杨亲鹏介绍，2017年，全省
分别以生产企业抽查、 专项监
督抽查和电商平台抽查等三种
形式抽查企业4464家，涉及23
个行业， 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
7.8%。 除发布重点工业产品的
质量抽检结果外， 省质监局此
次还发布了多款儿童用品的消
费预警以及“质监利剑”十大典
型案例。

整体不合格
检出率为7.8%

据了解，2017年， 省质监
局共抽查产品120类、9298批
次，包括日用消费品、建筑及
装饰装修材料、 工业生产资
料、农业生产资料、食品相关
产品5大类， 不合格产品检出
率为7.8%。

杨亲鹏介绍，去年，针对消
费者网上投诉问题较多的产品
及与消费者健康、生活、安全密
切相关的产品开展了网购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在电商平台上
共抽查了10类产品， 包括儿童
服饰、休闲服饰等品类，发现不
合格产品71批， 不合格产品检
出率为22.8%。

“如今，消费者更加关注电
商购物平台， 通过网购检验如
发现问题， 便会直接追溯到生
产企业， 令企业整改或立案查
处。”省质监局稽查局局长罗纳
晚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 来自省质
监局的数据显示，除床上用品、
热水器、 灯具等66类产品未检
出不合格样品外， 有13类产品
不合格检出率偏高，其中，智能
机器人不合格产品发现率高达
75%， 防水涂料不合格检出率

为40%， 软体家具不合格检出
率为31.8%，位列前三。

多批次儿童用品
存质量缺陷

杨亲鹏表示，2017年，针对
学生家长投诉较多的验配眼镜
产品， 装修过程中投诉较多的
甲醛超标等问题， 均加大了对
消费者投诉率高的产品监督抽
查力度。

发布会上， 省质监局还针
对儿童相关用品发布了《消费
预警信息》，提醒消费者谨慎购
买。其中，长沙雅兴制衣厂生产
的儿童内衣产品实物纽扣缝纫
强力、耐久性标签缝制不合格，
湖南耐斯特印务有限公司、湖
南人民印务有限公司生产的多
批次作业本亮度（白度） 不合
格， 长沙固松文化用品有限公
司、湖南石门县华丰印刷厂、澧
县校办印刷厂生产的作业本封
面的脱色程度不合格。

据了解， 作业本亮度不合
格容易造成消费者视力疲劳；
而脱色程度不合格， 则可能导
致颜料或染料的迁移， 如颜料
或染料中存在有害物质， 则可
能随唾液被学生摄入， 从而带
来危险。

此外， 还有如顶兆日用品
毛衣有限公司生产的中号蜡笔
小新、中号水果猴，柯达玩具厂
生产的特小号老公老婆玩偶存
在不可拆卸塑料小物件牢度、
塑料包装袋的塑料薄膜厚度和
安全警示不合格。

罗纳晚表示， 小物件如不
够牢固， 有被婴童误食或放入
鼻孔造成窒息的危险， 而塑料
包装袋作为儿童玩具的附属
品，很容易被儿童接触，如厚薄
度不达标， 则可能造成孩子套
袋于头部而引发意外窒息危
险。 ■记者 朱蓉

“质监利剑”行动十大案例发布

去年居住类价格涨幅创五年新高
1月份湖南CPI同比上涨1.3%

加满一箱92号汽油可省6.5元

新华保险2017年理赔133万件

交通银行发布
手机版“沃德理财顾问”

部分儿童玩具、服装等用品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省质监局发布相关消费预警，提醒消费者谨慎购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