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22日讯 记者从
省财政厅获悉，2月21日，省
政府通过财政部深圳证券交
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成功
招标发行200亿元地方政府
债券。

据了解，本次招标发行的
湖南省地方政府债券为一般
债券，发行规模200亿元，期限
10年，中标利率3.35%。从认购
情况来看，全部承销商合计投

标3770.4亿元，全场平均认购
倍数为18.85倍。

本次是今年我省首次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 下一步，省
财政厅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要
求， 提高债券发行和管理水
平，保障全省重点领域重点项
目合理融资需求、防范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支持湖南经济可
持续发展。 ■记者 潘显璇

我省发行200亿地方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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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峰旅游季来了，出境游最高降六成
旅游产品大跳水，长沙连雨不妨去三亚晒太阳，价格比春节时便宜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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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2日讯 4亿多人次
出行的春节长假已经过去， 随着
出行人数的减少， 各热门旅游目
的地的机票、 酒店等资源的紧张
情况得到缓解， 旅游产品价格大
幅回落，景点也不再人挤人，“错峰
旅游季”来了。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了解
到，春节后到3月上旬，境内跟团
游、 自由行等产品平均价格下降
约四成， 一部分出境游热门线路
最高降幅超过六成。

国内行能省好几千元

近日，携程发布的“春节错峰
旅游价格指数”显示，春节后到3
月，境内跟团游、自由行产品平均
价格下降30%-40%， 三亚游、境
外旅游产品下降幅度更高， 环比
春节期间下降45%， 加上促销活
动， 部分出境游热门线路最高降
幅超过60%。

“在进入2月下旬后， 国内游
产 品 的 价 格 将 会 普 遍 下 降
500-1000元不等， 境外长线降价
幅度会更高。”旅游专家表示，随着
春节假期的结束， 市场上旅游价
格的回落， 国内滑雪或者泡温泉
都是不错的选择。

“正月初八以后，大家都恢复
上班，大多数人还不能带薪休假，
所以出游的人流量区别比较明

显，因此价格也会回落。这个也是
行业的惯例。”湖南海外旅行社负
责人刘超也表示， 现在出游价格
可以说是全年最便宜的阶段，一
直到3月上旬价格都会回落，平均
降幅约在四成至五成左右。 以三
亚为例，春节期间价格六七千元，
现在恢复到正常价格四千多元，
便宜了四成。“近期长沙阴雨绵
绵，不妨去三亚晒晒太阳。”

出境游最高降幅超六成

今年春节，泰国位居“出境游
热门目的地排行榜”中第一名，随着
春节假期的结束，泰国也加入了降
价的行列中，最高降幅超过50%。

“出境游上，春节期间价格至少
上调了35%，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现
在回落到3000元左右的均价，最低
2000元左右的也有。”刘超说，“比如
泰国， 春节期间出游要6000多元，
现在只需3000多元就可以走了，降
幅近五成。包括俄罗斯、欧洲都是全
年的最低价格时期。”

记者查到一条“泰国曼谷+芭
提雅6日5晚”跟团游产品，价格从
春节后呈现一路下滑趋势， 2月底、
3月初起价仅在3000元左右；“俄罗
斯莫斯科+圣彼得堡9日跟团游”相
较春节期间近万元花费， 在2月下
旬至3月出行只需3999元起。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周浩

本报2月22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经开区获悉，1月份该园
区完成进出口额3.28亿美元，同
比增长48%。今年，长沙经开区计
划引进1到2家当年进出口额1亿
美元以上的大型加工贸易及供应
链企业。

“今年春节期间，部分车间未
休假加班加点生产。”精城特瓷外
贸部部长黄永泉介绍，目前公司2
月份出口订单已超150万美元，
2019年预计外贸业务增长30%以
上。日前，精城特瓷年后首批出口
到澳大利亚的耐磨陶瓷衬板顺利
发货。

长沙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春开工后除了精城特瓷，还
有铁建重工、远大集团、山河智能
等园区企业也忙着出口发货。在
园区工程机械产业、 汽车制造及
零部件产业外贸业务保持稳健增

长外，电子信息产业增长也明显。
2019年1月，蓝思科技进出口额同
比增长达到50.8%，维胜科技和维
胜科技电路板两家企业增长达
37%以上。

长沙经开区招商局外经外贸
处有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长沙
经开区完成进出口总额39.75亿美
元， 其中进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
企业有蓝思科技、广汽菲克、广汽
三菱、博世长沙、三一汽车、山河智
能、索恩格等。该负责人表示，今年
将持续跟踪、服务重点项目和有潜
力的外贸企业，如黄金集团、三一
快而居，以及新签订合同的蓝思科
技扩产新项目、广汽三菱汽车研究
院项目、 京东无人车总部项目、大
陆汽车中央电子工厂项目等，通过
挖掘项目内在外贸增长点，不断提
升园区外贸水平。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蒋云侠

2月11日下午， 邵阳县长
阳铺镇石湾村新里山组贫困户
李彦双家养羊棚因电线老化引
起火灾， 精心养殖一年多的山
羊、3吨多的粮食及一些粮食加
工设备等全部烧毁， 养羊棚屋
顶被大火烧塌， 直接经济损失
达10多万元，一家人为此痛哭
失声，在扶贫工作者的帮助下，
李彦双一家向长阳铺镇政府和
中华财险邵阳县支公司报案申
请理赔。

2018年，李彦双在当地政
府补贴后， 仅自费400元为家
里80头山羊投保了精准扶贫
山羊保险，根据体重，每头山羊
赔付金额为400至1000元。

接到报案后，邵阳县扶贫
办、 长阳铺镇政府和中华财险
邵阳县支公司非常重视，立即组
织成立了联合处置小组，负责该
起火灾案件的协调处置。在县民
政局驻村扶贫工作队和石湾村
干部积极配合下，联合处置小组
很快核查了山羊损失情况。3个
工作日后，2月18日，中华财险邵
阳县支公司将山羊保险理赔款
20600元支付到位。

2月21日， 联合处置小组
再次来到李彦双家走访慰问，
鼓励他们尽快恢复生产，重振
家园，并送上中华财险邵阳中
支工会赠送的慰问品。李彦双
紧握着该县扶贫办杨红凯副
主任的手热泪盈眶地说道，
“感谢党和政府， 感谢扶贫办
和中华财险， 在哪里跌倒，就
要在哪里爬起来，我今年继续
养殖山羊。”

■通讯员 刘军 经济信息

长沙经开区
电子信息产业增长明显

本报2月22日讯 湖南信
托与海航系的债务纠纷，有了
新进展。1月21日，湖南信托起
诉海航创新、海航旅游、海航
实业要求偿还2.57亿借款及
罚息，并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
保全申请。2月20日，海航创新
收到湖南省高院的裁定书，公
司2.02亿元存款被冻结。

A股上市公司海航创新
与湖南信托的借款风波，得从
2016年说起，这一年9月7日，
海航创新向湖南信托申请借
款3亿元，两年期限，借款利
率8.3％， 海航旅游为该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不
过，2018年9月借款到期后，
海航创新却未能如期归还借
款，构成违约。随后，双方多
次就还款事宜进行沟通，海
航实业更再次向湖南信托出
具《还款保证函》，承诺将履
行担保责任， 但海航创新始
终未能在规定时间偿还湖南
信托的全部借款。

2019年1月21日，湖南信
托起诉海航创新及股东方，
要求其偿还2.57亿元借款及

逾期罚息71万元， 并提出了
诉讼财产保全申请， 得到法
院支持。2月21日， 海航创新
对外披露， 公司在海航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存款的2.028亿
元已被湖南省高院冻结，冻
结期限为1年， 自2019年2月
18日起至2020年2月17日止。

有意思的是，海航创新在
今年1月25日才对外披露公司
在海航集团财务公司的存款
余额情况， 打算支取这笔2亿
余元的存款。而此番湖南信托
通过法院申请冻结了海航创
新的存款，相当于是中途“截
胡”。海航创新表示，此次诉讼
财产保全将影响存款支取计
划的正常实施，进一步加大公
司资金压力，但暂未对公司正
常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

资料显示，海航创新主要
从事旅游饮食服务业务和景
区开发、建设运营业务，大股
东为海航旅游。目前，海航创
新的业绩不容乐观，1月31日
海航创新发布业绩预告，预计
2018年亏损约1.88亿元。

■记者 潘显璇

海航创新2亿存款
遭湖南信托“截胡”

提醒

刘超介绍，这个时期出行的人群主要是以中老年群体为主和
春节期间要值班的人群。 如果选择错峰出行需要小心低价陷阱，
选择旅游产品时需了解行程安排与合同细节，不要仅从价格方面
进行考虑。旅游专家提醒，“在网上选择产品可以从销量、点评、钻
级等多个角度比较，特别是看平台是否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要看售后服务是否完善

中华财险扶贫惠
农保险助贫困户
重拾生活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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