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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相约
蔡伦故里， 探秘竹海纸源。”
今日上午，2019年湖南春季
乡村文化旅游节在国家4A
级景区耒阳市蔡伦竹海风景
区开幕。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
长陈献春宣布开幕。据悉，本
届文化旅游节将持续至4月
21日。

开幕式在欢快的情景歌
舞剧《相约蔡伦故里》中拉开
序幕， 独具特色的耒阳民俗
歌曲表演 《千年万年的竹
海》、“四大发明”之一的蔡伦
古法造纸技艺展示等节目，
让游客大饱耳福和眼福。

记者了解到， 本届文化
旅游节将持续至4月21日。节
会期间， 还将举办古村唱古
戏、 衡阳文化旅游产品赶集
大会、 湘南传统婚俗文化展
示、 中国山地户外健身休闲
大会、湘南民俗文化展演、媒
体和省内外优秀旅行商实地
采风、耒阳市招商签约、文化
旅游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座谈
会等8项主题活动，集中展示
耒阳的秀美风光、乡土人情、
民风民俗， 带领游客感受一
场“古色古香”的春季乡村文
化旅游盛会，擦亮耒阳“千年
古县”“蔡伦故里”“井冈山会
师出发地”等文化旅游品牌。

近年来， 耒阳市大力推
进旅游升温行动， 成功创建
了蔡伦竹海国家4A级风景

区、耒水国家湿地公园3A级
风景区， 先后被评为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湖南省第三批精品旅游线路
重点县。2018年接待游客
958.72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70.18亿元， 占全市
GDP的16.23%。

从2016年春季开始，湖
南就按“春、夏、秋、冬”不同
的季节举办乡村旅游节，打
造系列乡村旅游节会品牌。
旨在通过乡村旅游节的平台
展示， 推出一批新投资新供
给的旅游新业态新产品，激
活乡村旅游发展潜力， 打造
乡村特色文化旅游品牌，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 省文化和
旅游厅副厅长高扬先表示，
“希望耒阳以此次节会为契
机，坚持把农业、农村和农民
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依
托，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
素， 进一步做好乡村旅游发
展规划，深度开发自然生态、
民风民俗、 特色农产品等乡
村旅游资源， 扩大旅游辐射
带动功能， 促进县域经济快
速发展， 为全省乡村文化旅
游发展和乡村振兴创造更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当天下午， 耒阳市还举
行了招商签约活动和文化旅
游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研讨
会。

■记者 丁鹏志

本报4月11日讯 昨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官网发布《14批次食品不合
格情况的通告》。近期，该局组织抽检
糕点、水果制品、饼干等6类食品共822
批次样品，检出不合格样品14批次，不
合格项目涉及微生物、农药残留、重金
属、食品添加剂等，湖南4批次食品“上
榜”。

经查， 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
司天骄福邸购物广场销售的， 标称湖
南正兴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白玉姜
和感味姜，被检出“霉菌”项目不合格。

记者了解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GB�14884-2016） 中规定，蜜
饯中霉菌的限量为50CFU/g。 食品中
霉菌超标， 可能是因为加工用原料受
霉菌污染、生产过程消毒不彻底、储运
条件控制不当导致流通过程中样品受
霉菌污染。

此外， 长沙市岳麓区蔡旺食品店
销售的沙糖桔，“丙溴磷”项目不合格；
湘潭市岳塘区黄为蔬菜摊销售的辣
椒，“克百威”项目不合格。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丙溴磷”在
柑橘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2mg/kg，
此次抽检显示上述门店销售的产品最
大农残超标一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
示， 长期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食品，对
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记者 黄亚苹

3月车市疲软，4月或更低迷，豪车、电动车逆市增长

备战淡季，本土车商酝酿促销冲量
“上月业绩不如预期，这个月压力可能更大。”4月11日，

长沙某汽车4S店销售负责人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作为传
统淡季，今年3月的汽车消费比往年更为疲软。近日，记者走
访长沙汽车销售市场发现， 车商普遍反映目前车市低迷，还
有车商表示正酝酿促销。 ■记者 胡锐

相约蔡伦故里，探秘竹海纸源
2019湖南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开幕

湖南4批次食品
“国检”不合格
涉及农药残留、重金属等

作为国家加快经济转型升
级、 推进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的
重要战略举措， 科创板的推出成
为今年以来社会备受瞩目的焦
点。业内人士表示，投资者不妨同

时关注已成立且表现优异的相关
主题基金， 可及时把握高新技术
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良机。银
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4月4日，长
盛基金旗下专注于环保科技主题

的长盛生态环境， 今年以来收益
率达37.59%，领先同类平均逾16
个百分点；过去一年、过去三年业
绩均排名同类前1/3。

经济信息

拥抱新经济红利长盛生态环境基金“一路向上”

“从过完年到现在， 进店量
和成交量都不如往年。”4月11
日， 长沙某汽车4S店的销售顾
问受访时介绍，由于业绩难看，
压力大， 他都萌生了离职的想
法。 记者走访了长沙多个汽车
市场发现，目前到4S店看车、买
车的人确实不多。

“3月本就是汽车销售淡
季。”长沙某业内人士受访时解
释道， 春节后大家买车的意愿
普遍不高，而且今年3月汽车国

六排放标准实施在即，很多消费
者都在等待更多国六车型上市
了再出手，另外现在汽车日趋饱
和，增速理应逐渐放缓。

乘联会数据显示， 今年3月
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74.0万
台，同比下降12.1%；1-3月的全
国乘用车市场零售507.8万台，
同比下降10.5%。另据中汽协数
据， 今年3月汽车消费指数为
65.4，预计4月份汽车销量较3月
份将有所下降。

现象 3月车市下滑，4月或更低迷

记者观察到，虽然自去年起
国内整体车市开始明显放缓，甚
至下滑， 但豪华汽车品牌却出现
逆市上扬。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
3月车市持续分化， 其中豪华车增
速7.5%，主流合资品牌下降12.3%，
自主品牌下降15.7%。去年，奔驰
在华销量同比增长11%， 达到
65.3万辆； 宝马在华销售同比增
长7.7%，达64.0万辆；奥迪在华销

量同比增长10.9%， 达66.3万辆。
“2017年一年就增加了2家奔驰
店，可见豪华车需求之旺盛。”马
湘滨介绍， 目前长沙有7家奔驰
4S店，6家奥迪4S店，6家宝马4S
店，还有很多平行进口车店。

此外，国内电动车也延续了
强势增长态势。2019年3月新能
源销量 11.1万台 ， 同比增速
100.9%。

亮点 豪华车、电动车逆市增长

虽然国内车市下滑明显，但
近期对汽车消费者来说，可谓利
好政策频出。今年4月1日，国内
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降低，导致
部分车企调低车辆售价。随后商
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将
会同相关部门通过优化市场环
境等举措， 为新车消费置换空
间，并积极推动汽车赛事、旅游、
文化、 改装等相关产业发展，深

挖汽车后市场潜力。
“这段时间，本地车商正在

酝酿一系列促销活动。”一名不
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介绍，
每年车市淡季， 本地汽车经销
商以及汽车厂家都会推出一系
列促销政策， 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5月的湖南车展上将会集
中体现。”湖南汽车商会会长马
湘滨介绍。

应对 利好政策频出，车商酝酿促销

4月11日，“殊
方共享———丝绸之
路国家博物馆文物
精品展” 开幕式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西
大厅举行。 长沙铜
官窑 博 物 馆 5 件
（套）“黑石号”文物
受邀展览。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姚宇媛

“黑石号”
进京参展

本报4月11日讯 世界领先
的工程机械信息提供商———英
国KHL集团近日发布了最新全
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排行榜。
卡特彼勒依旧牢牢占据着排名
榜首，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和山
河智能3家湖南工程机械企业入
围榜单，分别排名第7名、第13
名、第34名。

2019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50强排行榜中，共有9家中国
企业上榜，除了3家湘企外，还有
徐工、柳工、龙工、山推、福田雷
沃和厦工。

2018年， 工程机械行业强
劲发展。榜单显示，全球范围内
上榜企业总收入为1840亿美
元， 比2017年增加了13.5％；中
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全球市场份
额由14％上升到了16％。

2018年， 得益于中国国内
挖掘机销量持续增加，三一集团
实现营业额84.34亿美元， 排名
较上一年提升1位； 中联重科实
现营业额43.2亿美元，排名没有
变化； 山河智能实现营业额为
8.74亿美元，较上一年度排名提
升了6位。 ■记者 黄利飞

3湘企入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
三一、中联和山河智能排第7名、第13名和第3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