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醒

9月8日，消费者在长沙南门口一超市内选购散装月饼。 实习生 何贻花 记者 黄亚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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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家企业成功的标准，不
仅在于其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还
在于这家企业能否以自身的发展
带动所在产业以及地方经济的繁
荣发展。在湖南，不少行业龙头和
“小巨人”企业，不仅为地方经济的
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还主动担负
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带动当地群众
就业，支持当地扶贫攻坚。

带动230多家产业链企业
落户湖南

2005年，中专毕业的胡建红成
为珠海一家企业流水线上的普工。3
年后， 她遇到了在同一企业的浏阳
小伙王孟阳，由此结成美好姻缘。这
段婚姻， 成为胡建红人生转折的重
要起点。2009年3月， 蓝思科技在浏
阳的首座工厂投产，得知这一消息，
夫妻俩双双辞职回到浏阳， 进入蓝
思科技工作。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胡
建红不断自学考证， 最终由一名普
工成长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蓝思科技 2003年在深圳成
立，2006年开始在湖南投资，并将
总部落户到湖南浏阳。 公司在浏
阳、星沙、湘潭、醴陵等地都拥有研
发生产基地，吸纳了沿海产业转移
潮中的大批返乡务工人群。 目前，
蓝思科技在湘拥有员工8万多人，
每年直接或间接为社会创造数万
个就业岗位与机会，并且为上千名
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

落户湖南13年来，蓝思科技取
得了飞速发展，已成长为湖南乃至

全国进出口行业、民营企业的新一
代领头羊， 连续7年入围中国民营
企业500强。同时，蓝思科技还吸
引和带动了230多家产业链企业
落户湖南，间接解决就业岗位数万
个，成为湖南创新经济、招商引资
的新名片。

打造油茶基地助力农户脱贫

“油茶是村里的脱贫致富产
业，大家的收入增加了，靠着自己
的努力劳动就能过上好日子。”说
起村里的油茶产业，衡阳常宁市西
岭镇平安村村民周元春很是感慨，
正是通过种植油茶，他与当地不少
村民都在近几年顺利脱贫。

为了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平安
村引进了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
限公司，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形式发展油茶产业。村里牵
头成立了油茶专业合作社， 组织农
户以山入社， 将全村1137亩油茶山
全部流转给大三湘公司开发经营。
公司统一提供新栽苗木、 肥料以及
技术， 合作社组织社员负责油茶管
护工作，双方按股分红。通过这种模
式，村民每年增收1000多万元。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9年。目前，该公司在
祁东、常宁、永州、衡南等地建设了
４个高标准油茶种植示范基地，自
有基地4万亩，以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有机油茶基地36万亩。 同时，
该公司正在衡阳进行“百万亩茶山
千家庄园”规划，未来5年内，还将
在常宁、衡南和祁东以庄园模式整
合种植油茶基地100万亩， 发展
1000个油茶庄园，打造2个高产油
茶基地+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5
个基地加工厂，帮助更多的农民脱
贫致富。 ■记者潘显璇

实习生肖娴钟丛宇

第十届“湘博会”将于
9月17日在娄底开幕
7大主题活动
展示“湖南智造”

本报9月8日讯 9月6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
宣布第十届“湘博会”将于9
月17日-19日在娄底市举行，
展会设置了6大主题展馆和7
大主题活动。

省商务厅副厅长周越介
绍，“湘博会” 经过连续九届
的培育发展， 已吸引了来自
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万多名参会参展代表，成
为湖南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的核心平台和展示“湖南智
造”的集中窗口，是中国中部
地区规模最大的工农业技术
装备与新兴产业展。

本届“湘博会”展览面积
超过2.5万平方米， 标准展位
约1500个。 展会设置了“湘
非” 经贸合作馆、 智能制造
馆、 电子陶瓷馆、 文印产业
馆、高新技术产业馆、名优特
产品综合馆6大主题展馆。

展会期间， 除了开幕
式暨巡展外， 还将举办湖
南·“一带一路” 农机产销对
接会、文化展演、“新能源·新
材料·新未来”产业技术发展
高峰论坛、 中国文印产业高
峰论坛暨招商推介会、 第19
届全国电子陶瓷制造与陶
瓷———金属封装技术交流会
暨真空电子与专用金属材料
分会2019年年会、 茗茶展暨
（梅山）茶文化节、农机操作
达人秀等7大主题活动。

■记者 潘显璇

“刚出炉的现烤月饼，小心
烫啊！”9月8日，在盒马鲜生喜
盈门店内的月饼销售区， 芥末
三文鱼、威士忌五仁、鲜肉等4
款现烤月饼在控温箱内依次排
开，卖相颇为诱人，吸引不少刚
进店消费者驻足试吃。

除了芥末三文鱼， 长沙市
场在售的“奇葩”口味月饼还有
哪些？ 在costa咖啡泊富店内，
圆形的月饼礼盒中包含炭烧摩
卡、 桂花蔓越莓等新奇口味月

饼；仟吉推出了海盐玫瑰、青柠
果肉、木瓜牛奶等口味月饼；本
土品牌巴黎六区售价为268元
的流心月饼礼盒中， 也有如抹
茶芝士、 榴莲等相对小众的口
味。

据盒马方面介绍，截至8月
31日，盒马推出的新口味现烤
月饼已售出近200万只， 蛋黄
豆沙、鲜肉、芥末三文鱼、榴莲、
小龙虾成为湖南消费者最受欢
迎的月饼口味。

本报9月8日讯 长沙楼
市已步入“金九”，这也是传统
营销旺季。 据0731地产研究院
统计，9月长沙楼市预计近50个
盘开盘推新，90-140㎡的户型
占据了较大份额。其中，纯新盘
13个， 有不少购房者期盼已久
的热点盘也纷纷入市。

从区域来看， 岳麓区以13
盘开盘遥遥领先， 天心区、望
城区、长沙县7个，雨花区6个，
开福区5个，芙蓉区2个。

从产品上看， 仍以住宅为
主，有部分公寓辅助，如正荣梅
溪紫阙台、达美寰宇中心、映客
龙湖璟翠中心、 中海珑悦府等
都将推出公寓产品。

从所推性质来看， 非毛坯

房源有所增加，尤其是岳麓区，
在开盘13个楼盘中， 已确定出
售非毛坯的占有6个。

值得注意的是， 本月将有
13个纯新盘面世， 包括万润时
光里、南益名士豪庭、润和湘江
天地、正荣梅溪紫阙台、达美寰
宇中心、奥园城市天骄等楼盘。

“据统计，9月预计入市项
目近50个， 未来一个月市场供
应维持高位， 成交走势相对平
稳。同区域多盘齐发现象延续，
销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归于项目
综合价值的较量， 配以营销动
作，抢占有效客户资源，将是各
楼盘在‘金九银十’抢到一杯羹
的法宝。”湖南中原地产总经理
胡治钢表示。 ■记者 卜岚

芥末三文鱼月饼踢馆，“五仁君”啥表情
又到“月饼大战时”，新口味现烤月饼旺销，网红潮牌尝试“跨界”

湖南一批次月饼“国检”不合格
9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2019年月饼专项抽检

情况的通告》，该局在全国28个省份的流通、餐饮和生产环
节的13类场所，随机抽取月饼样品469批次，共检出10批次不
合格样品。其中，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加佳福超市昭祥店销售
的、 标称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鸿达食品厂生产的蛋黄月饼
（香芋蛋黄味）， 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
量的比例之和为1.2，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距中秋佳节不到一周， 月饼已成为长沙各大卖场里
“当仁不让”的主角。9月8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各大
商场和店铺， 发现这个传统的糕点在今年又被玩出了新
鲜花样。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何贻花

据统计， 开始抢占长沙月
饼市场的不仅有鲍师傅、 沙利
文等糕点品牌，还有如星巴克、
哈根达斯等连锁餐饮企业以及
故宫心意等网红品牌超30家。
2019年，鲍师傅首次试水长沙
月饼市场，月饼皮从“面粉+油
脂”改为“白莲蓉+吉士粉”组
合， 在烤制时控制温度可让月
饼更加柔软。

在故宫“朕的心意”天猫旗
舰店上， 售价为388元的中秋
锦盒（6枚装） 页面月售3024

笔，折算后月饼单价达到65元。
今夏大热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其独家授权的月饼礼盒中内含
3枚月饼及1瓶豆豉辣酱， 售价
为168元，月饼折算后单价也在
45元左右。

记者观察发现， 这些包装
新奇、 话题性强的文创型月饼
礼盒， 颇受年轻消费者喜爱。购
买了故宫月饼的赵小姐就表示，
月饼盒可变为首饰盒或储物盒
实现二次利用，“发了个故宫月
饼的朋友圈，有五十几个赞。”

芥末三文鱼口味上市

IP月饼每块最高65元

“龙头企业+产业链”，引入230家企业
“公司+合作社+农户”，油茶助力致富

———“做强大企业，培育小巨人”

本月长沙楼市预计有近50个项目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