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7日讯 昨日，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发布公
告，自2019年6月10日起，湖
南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
可，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企
业银行结算账户自开立之日
起即可办理资金收付业务。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放
管服”改革要求，优化企业银
行账户服务，更好地支持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高
质量发展，2018年12月24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全国
分批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根据工作安排， 湖南省自
2019年6月10日起全面取消
企业银行账户许可。新政实施
后， 企业在湖南省银行开立、
变更、 撤销基本存款账户、临
时存款账户，由核准制改为备
案制，中国人民银行不再核发
开户许可证，开户许可证不再
作为企业办理其他事务的证
明文件或依据。

记者了解到， 目前企业
想要开设银行账户， 需要企

业向银行提交开户申请，银
行审核通过完成开户后，再
上报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并
且企业账户在开立之日起的
三个工作日后才能办理付款
业务。 而取消企业银行账户
许可后， 银行审核办理开户
后， 只需向人民银行进行备
案，开户时间将大为缩短，同
时企业账户自开立之日起即
可办理资金收付款业务，便
于账户快速投入企业的生产
经营活动， 提升企业资金周
转效率。

公告还提醒， 中国人民
银行在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
可的同时， 将加强企业银行
账户管理。其中，为防范不法
分子冒名开户， 保护企业合
法权益， 企业开立基本存款
账户时， 开户银行将向企业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核
实企业开户意愿， 请企业法
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配合
相关工作。

■记者 潘显璇

6月10日起湖南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
不用延时三天
企业银行账户开立即可收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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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7日讯 昨日上午，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在北京发布
“2019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
排行榜”。湖南6家企业上榜，分别
为湖南永通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
34， 湖南兰天集团有限公司排名
第37， 湖南申湘汽车星沙商务广
场有限公司排名第60， 湖南力天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67，湖
南九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
71， 湖南津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排名第78。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今年以1661.73亿元的营收以及
118.44万辆的年销量 (含二手车)
再次登上榜首， 中升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和利星行汽车分别以
1077.36亿元和829.96亿元的营
业收入分列榜单第二三位。 相比
去年，前3名企业排序未变，但今
年增加了1家营收上千亿的集团。

在六家湖南企业中， 湖南永
通集团比去年上升了6位，湖南兰
天集团上升了7位，湖南申湘汽车
下滑1名，湖南力天汽车集团上升
13名， 湖南九城投资集团则下滑
了17名， 湖南津湘投资集团下滑
10名。 ■记者 胡锐

自带流量
“网红”零食往往是爆款

“以前只吃过甜甜的冰淇淋，
现在还有咸味的。 白色的糕身点
缀着两个圆圆的蛋黄， 奶香和咸
蛋黄交织， 就好像在吃一个冰的
蛋黄流沙包。”看到无数人晒朋友
圈后，长沙市民朱女士也花5元购
买了一支咸蛋黄冰淇淋尝尝鲜，
“不会拒绝再买一次。”

6月6日， 记者走访了长沙多
家便利店发现， 网红冰淇淋的价
格从5元-15元不等。位于浏阳河
大道的珊珊便利店店员告诉记
者， 很多顾客都是点名要买网红
冰淇淋，比如椰子灰冰淇淋、咸蛋
黄冰淇淋、绸鱼烧冰淇淋等。卖得
最好的要数咸蛋黄冰淇淋了，售
价为5元，平均每天要卖出40支。

单身狗粮也是便利店的热销
食品之一， 位于古曲路附近的魔
呀零食店里， 店员透露该产品销
量很好，“每天差不多要卖出50多
包，售价是9元一包。这款产品噱
头很足，味道有地中海盐味、日式
青芥味、美式番茄味，引来很多年
轻人好奇尝试。”

在如今，零食一旦被打上“网
红”的标签，便会吸睛无数。在淘
宝上，一款名为“整箱猪饲料女生
网红小吃”售价为69.9元，月销量

达到了10万以上， 光是评论就达
到了69117条；三养火鸡面5袋组
合售价24.9元，月销量15万以上，
累积评价419463个……

催化热点
试吃零食直播人气不低

网红零食火了， 与其相关的
吃播零食人气也居高不下。

“118元/个的魔鬼辣棒棒糖，
我的妈呀，一进口就很辣，毫无甜
味，直接辣了我的大舌头！尝尝这个
68元的爆辣薯片， 完全没反应嘛，
退下吧！”在抖音平台上，一个名为
“风华绝代的石榴姐”的女生开始试
吃网红零食，在这个视频下面点赞
的有10.4万人，转发的达1423人。

记者发现， 她的作品基本上
都是以网红零食试吃为主。 其中
网红零食麻辣、黑暗料理、冰淇淋
等系列，平均点击量在10万左右。

此外， 记者以网红雪糕为关
键词搜索， 发现咸蛋黄冰淇淋赫
然排名前列。“昨天种草（网络用
语，推介之意）了一个网红雪糕，
你们竟然说1块钱、2块钱就能买
一个，我就纳闷了，一个这么好吃
的雪糕竟然被人说得这么廉价。”
视频中一个男生一边吃着咸蛋黄
雪糕， 一边直播， 简单的几句介
绍，就吸引了22.9万人点赞。

本报6月7日讯 6月长沙
气温迅速回升，土地市场也将
迎来爆发期。据长沙市国土资
源网上交易系统数据显示 ，
6月中下旬，长沙将有10宗“双
限地”出嫁。大部分“硬实力”
都不及三四月出让的土地，属
于位置较偏、配套稍微欠缺的
地块。

从区域上看，6月岳麓区即
将出让的“双限地”最多，达7
宗。其次，望城区2宗、天心区1
宗；从土地性质来看，商住用地
6宗、纯住宅用地4宗。

其中，长沙市038号土地备受
关注。 该地块位于岳麓区咸嘉湖
路 以 北 ， 土 地 出 让 面 积 为
24760.84平方米， 起拍楼面价为
5800元/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
用地，可建高楼。该地块土地最高
限价为63957万元，毛坯(住宅)销
售均价不得超过11800元/㎡。

该地块地理位置优越， 距离
地铁2号线金星路站约1.9公里，
交通便利。周边有步步高、奥克斯
广场， 毗邻梅溪湖公园、 西湖公
园、望月湖公园等。

此外， 位于天心区黑石铺的

长沙市043号纯住宅用地也吸睛
不少。 该地块起始价为29500万
元，住宅限价为11500元/㎡。

不过该宗地对开发商的要
求较为苛刻, 摘牌方须在挂牌
出让地块上无偿返还黑石村
4000平方米物业， 建设须符合
安居型住宅管理有关要求，144
平方米以下的住宅户型不少于
60%， 优先首套刚需群体购买。
竞得人按相关文件落实配建配
套义务教育学校和幼儿园的义
务等等。

■记者 卜岚

没了直播加推，网红零食还能火多久
观点：不能只靠噱头和颜值，不断优化口味和创新才能保持生命力

“我在抖音上看到这款椰子灰，特地跑来买的。据说这款冰淇淋标榜‘天然活性炭排
毒美颜’，吃完嘴巴是黑色的，挺好玩。”6月6日，在长沙湘春路附近的一家便利店里，95
后小刘拿着刚到手的椰子灰冰淇淋迫不及待地拍照发朋友圈。

“巨型猪饲料”、“单身狗粮”、“咸蛋黄冰淇淋”……随着消费升级，网红零食的销
量也直线上升，试吃网红零食的吃播也火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被放大。对此，业
内人士指出，用户购买的特征是随机性和即时性比较高，但忠诚度低。网红
零食不能只靠噱头，长久占领市场份额还需不断创新。

■记者 卜岚

湖南6家企业上榜
中国汽车经销商百强

6月长沙将集中挂牌出让10宗“双限地”

观点

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生命力
“红”了以后，如何保持其生命力成为难题。比如曾经红极

一时的脏脏包、毛巾卷、奶酪包等等，现在却难觅踪影。
“网红零食一般卖的是情怀和新鲜感。” 在湖南商学院教授

尹元元看来,依靠抢眼的外形和新奇概念打造单品，能使得产品
更有辨识度，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记忆点。

尹元元指出，但如果仅仅是穿了个带噱头的“马甲”，很快就
会沉寂，“如今，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正在不断倒逼产
业端的创新升级，刺激着市场上的品牌不断更新换代。因此，不
断优化口味，不断创新才能保持生命力。但食品安全的底线不能
放松。要注意提升产品的营养价值，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此外，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对于网红零食，不要盲目
跟风，购买食品时，尽量选择有成分标签的食品，尤其要查看
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

以网红零食为代表， 中国的零食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爆发。近日，商务部发布的《消费升级背景下零食行业发
展报告》称，零食品类通过线上电商模式加速了市场渗透率，
培育和提高了消费人群的购买习惯， 零食占线上食品销售近
30%。小麻花4天卖出200万颗；小酥饼4天卖出10769个；一家成
立8年的零食品牌预计2019年营收要破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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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一家便利店内选购网红零食。左图为网红零食咸蛋黄冰淇淋。
记者 卜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