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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9日讯 今日，省市
场监管局通报2019年上半年全省
广告产业发展情况。 截至6月，全
省广告经营主体已发展到10万余
户，比去年底增加1.2万余户，广告
从业人员56万余人， 广告经营额
超150亿元。企业数量方面，湖南
省主营或兼营广告业务的上市公
司达20余家， 共有17家广告企业
获得中国一级广告企业资质，71
家广告企业获得中国二级广告企
业资质。园区建设方面，长沙国家
广告产业园入园企业共计651家，
广告产业及关联产业产值35亿
元。 怀化园区入园企业197家，广
告及关联产业产值达7亿元。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薛欣妤

全省广告经营主体
已达10万户

电商巨头“造节”推销农产品

8月14日，依靠生鲜农产
品起家的拼多多联手全国约
500个农产区，上线汇聚农特
产品尖货的“农货节”。记者在
拼多多上看到，农货节按照地
区进行了划分，湖南地区上线
的农特产品包括麻阳黄桃、龙
山百合、湘西猕猴桃、邵阳猪
血丸子、湘西外婆菜、剁辣椒
等不下数百个品种，其中湘西
外婆菜、豆干等一些单品的销
量已超过10万单。

“家湘特产”便是参与此
次“农货节” 的湖南商家之
一， 店主是湖南省龙山县洗
洛乡的一名种植户， 主打产
品是他们自家种植的百合。
“家里承包了70亩地， 都是
种的百合， 以往丰收时，新
鲜百合只能卖给来当地采
购批发的收购商， 一斤3块
多。今天6月，我们开始尝试
开网店， 直接将基地出产的
百合卖给消费者， 包邮的话
能卖到4-5元/斤， 还挺受消
费者欢迎， 现在店里每天能
有近百个订单。”店家唐慧告
诉记者， 网销模式虽然拖长
了销售期， 但是将价格的主
导权握在了农户手中， 而不
再只依赖采购商， 可以分散
经营风险。

拼多多“农货节”相关负

责人介绍， 活动会持续到8月
25日， 将联合全国2万多名商
家，推出超过20万极致性价比
的全国农特产尖货，直连“城市
小区”与“田间地头”，预计成交
量将超过1亿单。

无独有偶，阿里巴巴宣布8
月15日启动“丰收节”，持续50
天，将联动全国1000个农产区
和832个国家级贫困县， 组织
千名农民主播、网红和县长，开
展线下直播，推动农产品销售。

意在抢滩布局农村下沉市场

“2019年9月23日（秋分）
是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
这一节日到来之际，拼多多、阿
里巴巴先后就农产品上行启动
了‘造节’活动，这是因为农村
下沉市场正在成为电商巨头抢
滩布局的一个焦点， 通过‘造
节’这种电商惯用的促销手段，
能快速提高品牌活动的显示
度，也能聚合涉农资源，充实平
台流量。同时，通过电商促进农
产品上行， 是一项带有公益色
彩的措施， 与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相符， 也是电商扶贫的重要
手段。”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任曹磊表示， 近年来农产
品电商的数据保持着较快的增
长， 未来吸引更多优质农产品
到平台上来， 将会是各大平台
争夺的一大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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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造节”,湘西外婆菜卖出超10万单
专家：电商巨头力推农特产品进城，意在抢滩布局农村下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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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销量遇冷，“黑科技”成突围关键
市场连续2年处于下滑时代，智能化、祛农残成新卖点

来自家电研究机构“中怡
康” 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
度， 冰箱市场零售量为678万
台， 同比下降3.6%； 零售额为
204亿元，同比下降5.9%，冰箱
市场已连续2年处于下滑时代。

8月19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走访发现，作为家电行业的刚需
产品，冰箱卖点从保鲜、控温转
变为家居互联、祛除农残、智能
指令等，一股围绕“食物新鲜度”
的技术争夺战在行业中打响。

智能家居、祛农残成新卖点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苏宁
易购五一广场店、 通程电器富
兴店等家电卖场发现， 为了刺
激消费需求、抓住商机，冰箱企
业开始聚焦于冰箱智能化需
求，具备风冷无霜、变频、分储
功能的冰箱产品成为商家的主
推商品。

在苏宁易购美菱冰箱展区
内，三款0嵌入式超薄冰箱被摆
在核心位置，导购员介绍，售价
为1799元变频冰箱的冷藏区，
分为多用鸡蛋盒、 原味专享盒、
熟食空间共5个独立区域。“蔬菜
放在独立的保鲜盒里，一个星期
之后菜叶都不会蔫。”导购介绍。

“冰箱内置摄像头搭载了云
端大脑， 可以自动识别冰箱内

储存的食物并提醒用户食材已储
藏时间。” 在通程电器TCL展区
内，导购员介绍，除上述功能外，
冰箱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帮助用户
调整饮食习惯。

此外， 美的最新发布的可去
除农药残留的果净系冰箱新品以
及微晶系新品等三大系列智能新
品，采用“太空深紫外光波除农残
技术”，果蔬箱中的深紫外光立体
直射技术， 能深入食物缝隙降解
消灭农药分子。

从功能性向社交性转变

家电资深观察人刘步尘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冰箱行业
“后存量时代”，AI智能升级及产
品差异化成冰箱厂家“良药”。

美的冰箱长沙中心总经理邓
伟介绍， 目前品牌推出的“黑科
技” 冰箱满足了消费者的社交性
需求，“冰箱的外观与价格不是购
买时首要考量的因素， 企业应通
过迭代性技术挖掘消费痛点。”

“有数据统计， 湖南消费者最
倾向的冰箱价位在5-7千元，单价
超1万元的产品占冰箱市场份额的
18%。”邓伟认为，随着产品升级迭
代，消费者更聚焦于冰箱的智能化
和大储存空间，但冰箱的核心竞争
力终究还是食品保鲜功能。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庞明钰

3元/斤的蒙自石榴、4元/斤的洪湖新鲜菱角、5
元/斤的攀枝花大芒果……近几日，长沙白领刘丽莎
没少网购各类农产品。

记者注意到，8月14日拼多多上线“农货节”，8
月15日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丰收节”，两大电商巨头
不约而同在近期“造节”，让农产品销售迎来了“双十
一”。电商巨头力推农特产品进城的背后，则是意在
抢滩布局农村下沉市场。

■记者 潘显璇

本报8月19日讯 8月17至
18日，第五届“湘九味”中药材论
坛在隆回召开。会上，成立了“湖
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专家
团”，并发布“湘九味”品牌中药
材遴选品种。此次发布的“湘九
味” 品牌中药材遴选品种为：百
合、玉竹、黄精、山银花、枳壳
（实）、博落回、茯苓、杜仲、湘莲，
共9种，隆回县独占两个品种。

论坛围绕龙牙百合及金银
花产业发展进行重点探讨。隆回
县是全省中药材产业示范县、首
批湖南省中药材基地示范县。全
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发展达36.2
万亩，产值过20亿元，带动全县
21万人口增收致富。该县小沙江
镇中药材市场已发展成为全国6
大中药材市场之一。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曹良海

“湘九味”品牌中药材发布

本报8月19日讯 近日，长沙
市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促进会揭牌
成立， 长沙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与
促进工作进入新阶段。

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加强
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长沙市贸促
会倡议成立“海促会”，得到三一
集团、隆平高科、中建五局等大批
有实力企业的响应。目前，长沙市
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促进会共有会
员单位48家， 其海外投资和经贸
活动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
品与经贸合作涉及工程机械、生
物医药等领域。

据介绍，长沙新成立的“海促
会” 将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企业的
海外利益，为企业做好安全预警，
为企业境外安全和风险管理提供
及时有效的服务。

■记者 唐璐 刘博元 曹玉霞

长沙企业海外利益
保护促进会成立

8月18日，涟
源市渡头塘镇平
康 农 业 种 植 基
地， 粮农加紧收
割（头季） 再生
稻。今年，该基地
种植80余亩再生
稻， 预计年产量
可达8万公斤。

记者 辜鹏博
摄影报道

再生稻
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