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6日， 交通银行发布
2018年三季度业绩。前三季度，交
行实现净利润73.04亿元， 同比增
长5.30%。报告期末，交行资产总
额达人民币93915.37亿元， 较上
年末增长3.91%。

交行管理层表示，2018年前
三季度，交行立足“两化一行”发
展战略，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积
极服务实体经济，严守风险底线，
持续深化改革。得益于“增有效客
户、增核心负债、增转型收入，降
风险成本、降资本占用、降营运成
本”（“三增三降”） 重点工作的积
极成效，集团经营效益、发展质量
同步提升， 智慧化转型取得积极
成效。

具体来看， 盈利能力持续提
升：实现净利润573.04亿元，同比
增长5.30%；“两逾” 贷款低位再
降：逾期贷款、逾期90天以上贷款
余额较上年末分别下降97.99亿

元、111.88亿元；拨备覆盖率稳中
有升： 报告期末， 拨备覆盖率
171.09%，较上年末大幅提升16.36
个百分点；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
加大：交行客户贷款余额（拨备前）
48520.48亿元， 较上年末增加
2727.92亿元，增幅5.96%；信用卡消
费额突破2万亿：报告期末，信用卡在
册卡量突破7000万张， 累计消费额
突破2万亿元， 同比增幅40.39%，位
列行业第二……

四季度，交行管理层表示，将
坚决落实中央“六稳”要求，聚焦
资金聚集、资产投放、客户拓展和
风险防范能力提升，继续抓好“三
增三降”重点工作，确保服务实体
经济力度不减、 风险防控基础持
续加固、主要指标逐季向好，全力
推进交通银行全年业绩飘红、高
质量发展更上新台阶。

■蒋浩 潘显璇
经济信息

坐在家里，打开手机APP，蔬菜基
地的温度、湿度、农作物生长情况一目
了然， 还可以实时控制基地里农业设
备，及时进行调节。近日，“打造信息强省
助推网络强国” 湖南媒体行走进益阳市
赫山区菱角岔村，在这个致力于打造“智
慧农业第一村”的村庄里，探访智慧农业
云平台如何实现“指尖上的收获”。

杨利明是赫山区远近有名的“蔬菜大
王”， 他发起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种了
2000多亩蔬菜。杨利明种菜，除了靠辛勤
劳作外，还有手机上的惠农百事通APP。

“点开APP里面的视频监控， 连叶
子上的虫子都能看清，还可以防盗。”杨
利明拿出手机给记者演示。点开视频监
控， 种植基地的蔬菜出现在屏幕上，左
右滑动，辣椒、茄子生长情况一目了然。
“你看我这个辣椒长得多好， 今年给我
增收不少！”放下手机，杨利明说。

惠农百事通是中国电信打造的农
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在赫山区农业
局与中国电信益阳分公司的帮助下，杨
利明于2016年下载安装了手机APP；农
业局和益阳电信的工作人员，则到合作
社的基地里安装了传感器、摄像头等硬
件设施。“可以远程控制浇水，帮我节约
了20%的劳力”。 ■记者 杨洁规

本报10月28日讯 今日
上午，第四届湖南·安化黑茶文
化节在安化县黑茶文化广场开
幕， 两万余名观众在现场共襄
盛举。开幕式上，举行了全国创
建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授牌仪
式、“安化黑茶赠兵团” 捐赠活
动、 知名安化黑茶企业产业扶
贫宣誓活动等。

本届安化黑茶文化节以品牌
展示、文化活动、经贸合作、旅游
休闲为主要内容， 由开幕式、中

蒙俄万里茶道市长论坛、斗茶大
会、安化黑茶日、茶商大会、金秋
茶乡行等活动构成， 搭建起世
界茶业交流、共享、共赢的合作
平台。

记者了解到， 本次活动展
区建设总面积近 17000平方
米， 展馆内共入驻单位280家。
在黑茶文化节筹备期间， 安化
共洽谈各类合作项目 42个，经
前期对接洽谈， 共达成投资合
同18个，合同引资28亿元。开幕

式当天， 现场集中签约重点项
目10个，合同引资16亿元。

目前， 安化茶园面积达到
33万亩， 从事黑茶及关联产业
人员达34万人，有150家茶叶加
工企业， 实现茶产业综合产值
152亿元， 茶产业税收达2.8亿
元， 连续七年位居全国重点产
茶县四强， 成为中国生态产茶
第一县、黑茶产量第一县、科技
创新第一县、茶叶税收第一县。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刘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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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8日讯 昨日，
为期三天的第99届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简称糖酒会）在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正式落下帷幕。 今天上
午， 长沙市政府及组委会对本届
全国糖酒会的举办情况进行了通
报。据了解，本届全国糖酒会很好
地满足了国内外食品和酒类行业
展示交易的需求， 各项数据创下
历史新高。

展会尾声迎扫货大军
昨日下午4点记者在现场看

到， 展会最后一天专业观众数量
有所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前
往“扫货”的消费者，各商家更是
抓住机会降价。

“最后半小时， 牛肉干八折销
售，干果买三斤送一斤。”在一家东
北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柜台前，老板
王先生吆喝道，展位里的东西都是
从北方运来的，光运费就不少，所以
即便少赚一点，也要尽可能把东西
都卖出去。

家住长沙望城区的刘全德大

哥今天可谓是全家上阵，“一家三
口开着小货车过来的。”他告诉记
者。而在他的小推车里，装满了各
种海产品、干货、小吃等。

傍晚时分，展会已经结束，但
是记者看到， 还有很多市民恋恋
不舍不愿离去。有市民表示，糖酒
会上有些新东西市场上买不到，
这些天在展会上逛得非常过瘾。

数据创历史新高
本届糖酒会各项数据创下历

史新高。据组委会通报，本届全国
糖酒会共吸引了来自四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3012家企业参展，累
计入场观众超过15万人， 均创下
糖酒会举办以来的历史新高。此
外，展会期间，还举行了12场配套
论坛活动，聚焦新经济、互联网+、
智能制造、 供应链金融等业内热
门话题，也涉及商业模式创新、区
域市场行情分析等内容。

国内外知名经济学家、咨询专
家、酒类和食品行业专家及龙头企
业代表纷纷建言献策，为企业转型
升级、融合创新搭建了交流思想、沟
通信息、相互学习的有效平台。

期间，长沙市政府、各区县政府
及相关部门共出动社会安保力量
7000余人次，有效保障了参展商和
观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3012家企业参展，超15万人逛会，均创糖酒会历史新高

糖酒会上为何很少看到“糖”

“糖酒会怎么没有糖呀？”在本届全国糖酒会上，不少市民发现展
厅内的主要商品为酒和食品，糖果并不是很多，这是怎么回事？

对此，全国糖酒会办公室主任古平介绍，糖酒会这个名称从
计划经济时代流传下来，当时糖和酒，以及各类副食品都是糖酒
公司的主营产品，糖酒会是以各级糖酒公司为主体举办的，所以
才会体现在名称上。

古平告诉记者， 目前中国的食糖主要是作为食品工业原料
来使用。而作为食品工业原料的糖，并不需要糖酒会这样一个平
台来展示交易。“因为不同理化指标的食糖都有其相应的标准，
并不需要产销双方通过面对面检验成色、 味道的方式来确定交
易，所以食糖生产厂家一般不会选择来糖酒会，他们有自己的交
流渠道。” ■记者 刘璋景

糖酒会鲜见“糖”？

“打造信息强省 助推网络强国”湖南媒体行

手机APP远程种菜，实现“指尖上的收获”

提起散养黄牛， 你可
能想到脾气犟、有蛮力、不
好管等字眼。 但在衡阳县
将军村， 农户们给牛戴上
“智慧项圈”， 这样牛的体
温、待在什么界限内，都能
被清楚知道。牛一旦过界，
系统还会报警。

“这是牛的运动量，这
是运动轨迹， 这是电子围
栏……”指着电脑屏幕，衡
阳县界牌镇将军村扶贫队
队长李建军给记者解释
“牛联网”的作用，屏幕上
清楚地显示了每一头牛的
数据，包括每天的运动量，
在哪些范围运动， 用户还
可以设置限定范围， 防止
牛跑出界。 每一头牛的年
龄、繁殖状态、健康状况等
一目了然。

对于这个新玩意，村
里的脱贫户老宋最有发言

权。4年前， 老宋开始散养
黄牛，今年年初，一头牛出
去觅食再未回来。“一万多
元，很心疼的。”恰好，将军
村扶贫队推荐使用中国电
信物联网“小牧童”管理系
统，他在自家6头牛的脖子
上安装了信息采集器，“再
没有丢过一头牛。”

老宋告诉记者， 给黄
牛戴上“智慧项圈”后，牛
的运动数据就有据可查
了， 肉质更有保障，“比其
他牛肉贵15元一斤， 一头
成年牛可增收几千块。”

衡阳县界牌镇党委书
记周建军告诉记者，今后，
将军村的牛群将实现物联
网的覆盖， 通过科学的饲
养方式， 争取到2020年实
现养殖数量的翻番， 造福
更多的村民。

■记者 杨洁规

连线

戴上“智慧项圈”，牛儿信息全掌握
经营指标持续向好 交行转型发展提升价值

安化黑茶文化节开幕现场合同引资16亿
集中签约重点项目10个

释疑

10月28日，第四届湖南·安化黑茶文化节开幕，茶商推介茶产品。 黄德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