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6日讯 “长沙直飞
泰国6日游临时掉位， 原价2699
元现999元甩卖……”暑期已至，
出境游火热， 被标注“特价、甩
尾”的出境游产品陷阱不少。7月
5日， 长沙市旅游质监所约谈深
圳市全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要求其立即下架有
关涉嫌不合理低价出境游产品，
长沙市旅行社协会建议会员单
位停止与该公司合作。

据介绍，市场上出境游产品
打着尾单特价旗号， 多数涉嫌
“不合理低价游”。 长沙市有
1300余家旅行社（含分社、服务
网点）， 治理旅游市场秩序，长
沙市旅游局实行监管与引导两
手抓。近日，长沙市旅行社协会
实施《出境旅游市场“特价（甩
位）产品报备制度”》，对部分产
品制定报备最低价， 通过报备
制度的常态化， 甄别特价旅游

产品与“不合理低价游”产品。
第一批出境旅游产品诚信指导
价已公布。

长沙市旅游质监所表示，近
期将针对泰国、越南、俄罗斯、港
澳游等出境旅游线路，重点检查
出境旅游业务组团社，特别是从
事“旅游包机”或“旅游包机切
位”的出境旅游同业社，是否存
在“不合理低价游”等行为。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莫树山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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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天气热起来后，来
店里买车的人就不多了。”7月5
日，长沙某4S店的销售人员刘先
生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在刚过
去的6月，汽车销售不太景气。日
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
“2018年6月中国汽车消费指数”
也显示，6月汽车消费指数为
63.4， 消费者购车需求驱动力依
旧较弱；其中购买指数为67.0，比
上月有所下滑。

不过，长沙本地车企在上半
年的表现却可圈可点。其中广汽
三菱6月销量12106辆，上半年销
量完成75167辆，同比增长39%；
另据悉，今年上汽大众长沙工厂
也将有望再次成为我省产量最
大的整车厂。

6月汽车消费低迷

“进店的人都不多， 成交量
自然也就少了。”刘先生介绍，作
为汽车消费的传统淡季，6月买
车的人不多，因此他在上个月的
销售成绩不太理想，“销售提成
也不多”。

其实在长沙，像刘先生一样
上个月未取得良好的销售成绩
的汽车销售员不在少数。有业内

人士认为，是天气炎热导致了进
店看车、买车的人变少了，因此
成交量不高；也有人认为，是5月
长沙举办了大型车展， 透支了6
月的消费力；还有分析称，这与
大的经济环境有关，“大家都把
钱拿去买房了”。

“进口车则受降关税影响较
大， 很多人在6月都是持币待
购。” 长沙某品牌4S店相关负责
人受访时介绍。

长沙本地车企成绩抢眼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汽车
消费需求整体低迷之时，长沙本
地不乏销售成绩抢眼的车企。据
广汽三菱官方数据，广汽三菱在
6月份的销量为12106辆，致使其
上半年销量达到了75167辆，实
现同比增长39%。其中表现最突
出的为欧蓝德， 目前已月销过
万。下半年，随着新车型奕歌的
上市，广汽三菱或将迎来另一波
强增长。

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上
汽大众长沙工厂今年也有望再
次成为我省产量最大的整车
厂。

■记者 胡锐

本报7月6日讯 今天，由
湖南省商务厅、 湘潭市政府主
办的，以“赋能新产业·发展新
经济” 为主题的第七届湖南省
电子商务大会在湘潭开幕，大
会现场举办了京东湘潭电商产
业园授牌仪式及推介， 首批企
业正式入园。此外，省商务厅厅
长徐湘平还就我省近两年电子
商务行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介
绍。

政策优惠
5年内对入园企业免租

据了解，该产业园位于湘
潭高新技术开发区， 总办公
面积达1.5万平方米， 即日起
至2023年6月30日，所有入园
企业还将享受5年免租的优
惠政策。同时，对所有落户园
区新上行京东商城平台的企
业， 还将根据入园时间不同
给予每家2.5万元至6万元不
等的京东资源服务包等多项
支持。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今年4月初，湘潭市政府就与京
东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以及互联网+新经济发展合作
项目的合同， 双方在21个领域
开展深度合作， 首批项目为京
东湘潭电商产业园、 京东湖南
云计算大数据基地和京东湖南
互联网+旅游应用示范中心、
京东湖南互联网+农业应用示
范中心、 健康医药产业创新示
范中心、 京东长株潭智能制造
产业创新中心。

此外， 京东集团还将对入
驻产业园区的企业实施“京东
湘潭十大品牌”扶持计划，即京
东集团对于入选企业给予专项

扶持政策，提供不低于200万元
的京东资源服务包“一对一”综
合性提升服务。

京东资源服务包可用于购
买企业注册服务、 企业信息化
建设服务、业务培训服务、店铺
装修运营服务、广告投放服务、
活动策划服务等京东几乎所有
服务项目。

发展数据
已有33个“电商示范县”

近年来， 电子商务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 广泛渗
透到社会生产、 生活的各个领
域，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引发
了新的投资热潮， 开辟了就业
增收新渠道， 提供了创新创业
新空间，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
“2017年， 湖南电子商务交易
额8357亿元，同比增长37.5%，
为GDP增速的4.7倍。” 省商务
厅厅长徐湘平介绍， 我省国家
级的电子商务示范试点数量居
中部省份之首，2018年1月-5
月，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4.3%，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25
个百分点。

此外，在农村电商方面，我
省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逐渐
完善， 已建成县级电商服务中
心 170个、 村级电商服务站
12602个。截至目前，湖南已累
计认定涉农电商企业585家，其
中涉农电商省级示范企业39
家。

徐湘平透露， 全省已有33
个县进入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行列， 今年又新申
报了16个县， 均有望进入示范
县行列。

■记者 朱蓉 丁鹏志

第七届湖南电子商务大会召开 京东电商产业园落户湘潭

我省有望新增16个“电商示范县”

7月3日， 农银人寿保险岳
阳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沈梅山
和农业银行岳阳屈原支行杨宇
行长，将一笔“随e驾”50万元理
赔款交至客户葛先生家属手
上。

2017年11月17日，葛先生
到农业银行岳阳屈原支行中兴
分理处办理业务， 同时购买了
一份农银交通意外伤害保险
“随e驾”，交费158元，有50万元
自驾车身价保障。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
祸福。今年5月24日，葛先生驾
驶私家车与摩托车相撞冲入河
中，当场身故。5月25日，农银人

寿岳阳中心支公司接到报案
后， 农业银行屈原支行和农银
人寿岳阳中支领导高度重视，
农银人寿理赔小组快速介入。6
月29日客户家属将完整的理赔
资料递交到中支公司后， 迅速
审核。7月3日，将50万元理赔款
快速赔付到位， 让失去支柱的
葛先生家属在灾难发生后感受
到保险的温暖， 体会农银的关
爱。 客户家属向农银人寿和农
业银行送上了锦旗， 表示对行
司双方的优质服务、 快速理赔
的认可和感谢。

车祸无情，农银有爱。葛先
生50万元理赔款的快速到位，
彰显了农业银行服务民生的能
力与水平，秉承了农银人寿“客
户至上， 始终如一” 的服务理
念。随着行司联动的深入推进，
农行着力推动农银人寿保险产
品营销， 把保险保障送进千家
万户，行司双方任重道远，“爱”
永远在路上。 ■易卫平

经济信息

车祸无情，农银有爱
农银人寿50万元“随e驾”快速理赔

上半年，长沙本地车企销售成绩抢眼

7月市场或趋好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在7月4日发布的“2018年
6月中国汽车消费指数”
显示：6月份需求分指数
为 64.3， 继续呈下降趋
势，表明消费者购车需求
较弱；6月份入店分指数
为61.3，表明消费者入店
看车意愿也持续降低；此
外，6月份购买分指数为
67.0，相比上个月也有所
下滑，说明消费者实际购
买意愿也不高。

据悉，中国汽车消费
指数是个大于0的综合指
数，其从消费的视角反映
汽车市场运行态势。汽车
消费指数低于100， 表明
消费者购买意愿不强。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还预测，
7月份中国汽车市场销量
相比6月份将有所增加，
但相差不会太大。

低价出境游存陷阱，长沙整治价格乱象

在刚过去的6月，汽车行业整体消费情况颇显低迷，业内预计，7月整体市场有望趋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