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 位于川
滇黔三省交界处的鸡
鸣三省大桥主拱圈顺
利合龙，为2019年底
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
基础。 该桥建成后将
解决三省交界一带数
十万群众的出行难
题， 有力助推乌蒙山
区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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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汽丰田全新卡罗拉媒体沟
通会华中区域专场在武汉市举行，沟通
会上对全新卡罗拉做了全面详细的讲
解。

全新卡罗拉基于TNGA架构打造，
而TNGA是丰田的生产系统， 优势在于
从优化单个零件转向集成整体，在汽车
研发、设计、生产、采购等整个汽车产业
链上全面升级优化。TNGA“造好车”的
概念， 在全新卡罗拉上得到完美呈现。
全新卡罗拉采用低重心的造型设计，贯
穿式车侧腰线，富有立体线条感。电池
移动到后座下方， 带来稳定的行驶质
感。动力方面，全新卡罗拉燃油版搭载
1.2T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双擎制动系
统，在车辆制动时，电动机可以实现回
馈制动，将动能转变为电能存储在电池
系统中。

随着车联网深入使用， 全新卡罗拉
也为用户带来了领先互联时代的智能服
务，打造便捷安全用车生活。 经济信息

截至今年上半年末，135家基金公
司剔除货币基金与短期理财债券基金
的资产净值合计规模约为5.7万亿元，比
去年底的4.84万亿元增加了8572亿元，
增幅约15％。“老十家” 之一的鹏华基
金，得益于上半年业绩多点开花，旗下
非货币产品规模由2018年末的951.8亿
元规模，跃升至今年年中的1256.98亿元
规模，规模增加305.16亿元，排名全行业
第6， 跻身非货规模超千亿元的基金公
司阵营；旗下非货币产品份额由去年末
的 970.31亿份 ， 跃升至今年年中的
1169.75亿份， 份额增长199.54亿份，排
名全行业第6；份额增长幅度超20%，在
非货规模超千亿元的基金公司中排名
第一！ 经济信息

本报7月7日讯 清香的
茶油热锅，放入姜蒜辣椒以及
新鲜的土鸡爆炒， 肉质嫩滑、
香辣爽口，衡阳名菜“茶油炒
鸡”缓缓端上餐桌。7月5日，第
十四届湘菜美食文化节暨衡
阳首届茶油美食文化节在衡
阳市体育中心启幕。

本次活动由湖南日报社、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林业
局、 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旨
在将油茶产业与大餐饮、大旅
游、大文化等有关产业深度融
合、相互赋能，把衡阳茶油推
向全国。

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邓
群策表示，近年来，衡阳培育
了衡东土菜、南岳素食等一批
特色美食“金字招牌”，“截至
2018年底， 衡阳市茶林面积
400万亩，年产茶油超5万吨，
衡阳将以此节会为契机，进一

步普及茶油知识、拓展茶油市
场， 打造‘中国油茶第一强
市’。”

在启动仪式上，衡阳市被
授予“茶油美食文化名城”荣
誉称号，中国烹饪协会与衡阳
市交换创建“中国茶油美食地
标城市”协议。来自北、上、广、
深、 长沙及香港等6地的湘菜
企业代表共同启动了“百城千
店共推衡阳茶油销售联盟。”

启动仪式后，“民间茶油
厨神争霸赛”正式开始，该比
赛主要面向非职业民间厨艺
爱好者， 通过初赛后选拔出
12名选手参与决赛。 首轮要
完成规定动作衡阳名菜“茶
油炒鸡”， 第二轮是自选菜
色，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衡
阳南岳的旷松明摘得“民间
厨神”称号。

■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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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半导体产业链，20项目集中签约
长沙新一代半导体研究院揭牌运行 又一千亿产业集群现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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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大嫂玩手机
年销40万元农货

47岁的彭勇玉是红石林
镇铁马洲村的一名普通农妇，
在家门口经营了一家杂货店，
全家6口的日常开销都靠这
家店。

2017年，适逢古丈县推进
电商扶贫，全县开设湖南扶贫
小店103个，彭勇玉的“铁马洲
农家店”也被纳入其中。县电商
办的工作人员动员她到县城培
训，并告诉她，学好网上销售流
程， 以后坐在家里也可以跟全
国各地的消费者做生意。

“人都看不到， 怎么做生
意哟？”彭勇玉告诉记者，当时
她对此根本不信。但经不住工
作人员的多次劝说，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去县城参加了培训。
“反正不花钱，还管吃住。”

彭勇玉一进培训班，“50
人的教室黑压压一片，坐得满
满的， 都是各乡镇的农民。”
她开始信了， 安安心心接受
了7次培训，电脑上网、电商操
作程序、手机上网等。

学会网商操作后，彭勇玉
试着在网上给长沙的一个客
户发了50只土鸡蛋， 净赚38
元，她高兴得合不拢嘴。她从
村里收购土鸡蛋、鸭蛋、茶叶、
八月瓜、蓝莓、蜂蜜、腊肉等农
产品， 都用手机在网上销售，
赚取差价。

“去年销售农产品40万
元，最远的卖到新疆、西藏。”彭
勇玉开心地说，“与网商进村前
相比， 每年多5万元左右的收
入！”

全村网上售农货
八旬阿婆乐呵呵

“手指一点，坐家收钱。真
神奇！” 彭勇玉用手机赚钱，引
发铁马洲村村民的效仿， 村民
们也学着网上销售自产的农产
品。

80岁的田志玉阿婆去年
种了5分地的八月瓜， 托人在
网上帮忙销售， 赚了8000多
元。老人乐呵呵地说：“买瓜的
人看不到， 怎么也卖得出瓜？
那么小的手机，能装得上几千
块钱？”

记者笑着告诉她：“阿婆，
这就是新科技带来的好处。”阿
婆似懂非懂地说：“哦，太神了。”

古丈县电商办副主任宋
菊生告诉记者，目前全县开设
湖南扶贫小店共103个， 建设
村级电商示范站5家、 村级电
子商务服务站89家，实现贫困
村全覆盖。 据统计，2018年全
县共开展培训各类电商人员
达1300余人次。“截至目前，全
县 农 产 品 上 行 交 易 额 达
4537.4万元， 完成省考核目
标，全县农产品上行网上交易
额人均达到75元。”

成立研究院、基金联盟

会上，四川观想科技与湘
江新区、湖南创一电子与望城
经开区、尤内森株式会社与浏
阳高新区等20个材料、芯片器
件、智能制造和应用项目现场
签约。

“2020年投产， 未来投入
将超10亿元。” 创一电子董事
长苏立良介绍，他们公司以磁
电业务为主，本次正式落户望
城经开区。

活动现场， 清华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等20家国内一流高校、行业
龙头企业联合筹建的长沙新
一代半导体研究院正式揭牌
运行，开展技术、应用和服务
等创新研究，到2025年建成国
内领先的新一代半导体科创
中心。

同时， 协同创新基金、华
青股权投资等20多家国内基
金管理公司联合建立了新一
代半导体产业链项目投资基
金联盟 ， 产业资金规模近
200亿， 实现了产业项目健
康发展与社会资本投入的体
系融合。

长沙半导体产业初具规模

作为国家战略产业，近年
长沙早已对于半导体进行总

体布局，并以“一条主线、三个
中心和五个链条”思路，正全
力推动项目建设，加强技术研
发，聚集产业人才，产业链不
断向上下游延伸。其中一条主
线：以第三代半导体为核心的
新一代半导体产业健康生态
体系；三个中心：新一代半导
体材料中心 (浏阳高新区)、新
一代半导体科创中心(湘江新
区)、 新一代半导体应用及智
造中心(望城经开区)；五个链
条：材料芯片产业链、电子电
力产业链、 微波电子产业链、
光电子产业链和配套衍生产
业链。

一批新一代半导体产业
项目纷纷落户长沙，产业初具
规模。天玥科技“科创中心”签
约落户湘江新区月亮岛。未来
5至10年， 该中心将力争推动
长沙建成世界级新一代半导
体材料技术及产业发展中心，
逐步成为新一代半导体材料
产业集群核心地带。长沙又一
个千亿产业集群已初具雏形。

“将研究、发布《关于推
进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建设
若干政策》。” 长沙市委副书
记朱健表示， 未来3年重点
支持高端研发机构落户长
沙， 对重点企业、 重大科技
成果、 国家重大项目， 从技
术、人才、市场、资金等多个
维度给予支持。

7月6日，长沙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建设合作交
流暨集中签约活动在湖南湘江新区举行，专家学者、
龙头企业和投资机构齐聚一堂， 共商半导体产业发
展大计。现场，签约了材料、芯片器件、智能制造和应
用等20个项目，长沙新一代半导体研究院正式揭牌
运行。目前长沙半导体产业已初具规模，又一千亿产
业集群雏形已现。 ■记者 胡锐

一壶好茶油，尽享衡阳味
第十四届湘菜美食文化节在衡阳举行

电商扶贫让她每年多了5万元收入
7月2日上午9时，

湖南古丈县红石林镇，
“铁马洲农家店”店主彭

勇玉正在给快递发货。新疆一客户通过电商平台联系她要
5斤毛尖茶，双方在网上谈妥价格：600元/斤。

“以前卖茶叶要手提肩担送到县城，现在多方便呀，在
手机上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将茶叶卖到全国。”彭勇玉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村里有一半人会玩电商，卖农产品。”

■记者 黄海文 通讯员 彭姣 龙治宇 陈双慧

全新卡罗拉全面升级优化

鹏华基金上半年非货份额
增速超20%，在非货规模超
千亿公募公司中排名第一

“鸡鸣三省”
主拱圈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