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药王街宠物
市场，一名市民正
在挑选宠物狗。

记者 卜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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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阳光人寿完成了对口帮扶
地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贲红
镇2019年度的扶贫理赔工作，累计赔
付29.48万元，以保险主业优势，有效
减轻了当地居民的医疗费用压力。

自2018年9月起， 阳光人寿对
口帮扶察右后旗贲红镇，三年中，阳
光人寿多次组成扶贫小组前往当地
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结合公司保险
保障的业务特点及医疗领域的专业
优势，为察右后旗“量身定制”了助
学、医疗帮助、补充医疗保险、村容

村貌改善、 特色农产品销售等多方
面的帮扶方案， 并全面落地实施。
2019年， 贲红镇所在察右后旗已顺
利实现脱贫， 成为乌兰察布市首个
“脱贫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地区。

2019年3月，阳光人寿与贲红镇
签订扶贫保险协议， 正式打开当地
医疗帮扶的“保险”之门。2019年至
2020年， 阳光人寿为全体贲红镇常
驻户籍居民提供总保额近6亿元补
充医疗保障， 有效缓解了“因病致
贫”的现象发生。 ■彭溪 经济信息

不只是餐饮行业，家电行
业也掀起了单身经济的潮流。

7月24日， 在芙蓉中路的
国美电器，记者看到，容量只
有1升的迷你电饭煲、 一次只
能做两个三明治的烤面包机、
只有2.5公斤容量的小洗衣
机、一次只能榨一杯果汁的榨
汁机等小型家电种类越来越
丰富。

“买这种小家电的大多是
单身， 像迷你电饭煲可以煮三
四个人的饭， 有时还可招待朋
友。”国美电器工作人员徐女士
称，一款1.6L的美的电饭煲是店
里的人气产品， 上月就卖出了
20-30台。 这款电饭煲外型简

约、体积小，售价149元，价格是
普通电饭煲价格的一半。

徐女士表示，随着仲夏的
到来，近两个月，来商场购买
冰箱的也比上月多了2-3倍，
其中就有三成客户是来购买
一人用的小冰箱。

去年据天猫发布的一份
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单身人士
更向往高品质的生活。在该平
台，迷你微波炉和迷你洗衣机
的购买人数增长最快，过去一
年， 就分别增长了970%和
630%。 而记者在各大电商平
台看到，大部分迷你家电的月
销量都过万，而价格大多在千
元以内。

7月21日至22日，由省、市相关主
流媒体和部分知名自媒体、网红等80余
人组成“网约湘游”媒体采访团走进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新化县油溪河漂
流景区， 体验中华生态峡谷第一夜漂，
感受醉美乡村古韵新风浪漫之旅。

油溪桥村位于新化县吉庆镇东
北部，在村支两委带领下，该村大力
发展村集体经济， 发展乡村特色文
化旅游产业。近年来，油溪桥村先后
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百强特色
村庄”等40余项荣誉。

据悉， 油溪河漂流景区属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首批自然与文
化双遗产、 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
国十佳漂流胜地。 该景区规划面积
7.66平方公里，漂流全程8.6公里，河
床幽深，险滩繁生，被国内许多专家
学者誉为“中华生态峡谷第一漂”。

此次活动由娄底市委网信办指
导，新化县委宣传部、新化县委网信
办、新化县文旅广体局主办，新化县
油溪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办。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杨依莎

宠物经济火爆、“一人食”餐厅兴起、迷你家电热卖……

“单身狗”上亿！单身经济成新蓝海？
“过去的人管儿子叫‘狗子’，现在的人管狗子叫

‘儿子’。”7月24日， 刚参加工作一年的吴女士戏称，
比起高成本的恋爱所带来的“现实感”，宠物的陪伴
更容易满足她“情感”上的需求。

随着单身人数日益增加， 众多商家大打“单身
牌”，推出“迷你”型消费产品。萌宠经济、一人份餐
食、迷你家电等等，单身经济已在星城悄然崛起。据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
2.4亿人，预计2021年成年独居人口
数将突破9200万。

宠物消费市场规模破两千亿

7月24日， 记者在位于长
沙市药王街附近的宠物市场
看到，即便是在36℃高温的晌
午，市场也依旧门庭若市。

“英短是最畅销的品种，
售价在1200-2500元之间，年
轻女性买主占了近八成。”方
先生在该市场经营了一家“恋
宠之家”宠物店，在他看来，养
宠物不但可以排解内心空虚，
每月喂养成本也基本可控，广
受单身人士的宠爱。

方先生表示，冬天是销量
最好的季节，平均一天能卖12
只猫犬宠物，大约是夏天的两
倍， 养主们的需求也五花八
门，“养一只猫每月平均成本

在400元左右，‘富养’ 则上不
封顶。打疫苗、诊疗、洗澡、美
容等，各项都是不小的开支。”

据《2019年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显示，去年全国城镇
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
2024亿元， 同比增长18.5％，
成长为“被喂养”出来的千亿
市场。而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
显示，2019年80后-90后在养
宠物人群占比达74.7%， 其中
未婚人士占比高达41.4%。

记者以“猫粮”为关键词
在淘宝平台检索发现，销量排
名前五的商家， 月销量均在5
万单以上，价格为29-99元不
等。

单人餐月销量为普通套餐的5倍

“现在很多人都是独自用
餐， 20-30岁的年轻人占了近
九成。” 海底捞富兴广场店工
作人员表示，7月22日，富兴广
场店总共接待了约120桌，独
自用餐的客人占8%-10%。

据介绍，半份虾滑、半份
滑牛肉等菜品很受独自用餐
客户的欢迎。一份虾滑售价62
元， 而半份则只需要31元。一
个人吃饭太孤独，海底捞则为
客户提供了“饭友”，海底捞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餐厅提供动
物玩偶、 人偶给客户作伴，玩
偶不足时还放过气球。

当“一人食”成为刚需，外
卖也成了单身者的“主战场”。
从美团点评公布的2018外卖

数据来看，近65%的外卖订单
来自20-30岁人群，外卖一人
食消费已经成为主流。

记者注意到， 在各外卖平
台上， 大部分店家都有专门推
出单人餐， 这也受到了很多客
户的欢迎，例如蛙来哒7mall店
单人餐的月销量达551份，是普
通套餐的5倍。 单人餐价格39
元，包含米饭、牛蛙、时蔬各一
份，而普通套餐则是118元。

不仅如此，天猫商城近一
年的单品销售数据显示，诸如
1斤装大米、 小瓶酒水此类的
“一人食” 商品销量同比增长
高达30%，一人食的自热小火
锅同比增长80%，自热米饭暴
涨800%。

大多数迷你家电月销量均破万

小村庄“漂”出文旅融合“大产业”

阳光人寿为内蒙古察右后旗脱贫致富保驾护航

观察

“单身经济作
为国民经济的特殊
版块， 群体规模的
持续扩大， 也带来
商业价值的水涨船
高。” 湖南工商大
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副院长尹元元认
为，观念的转变，人
们从“单身”过渡到
“已婚”状态的周期
不断拉长， 商家也
愈发意识到单身群
体消费力量的强
大，“单身经济”正
成为国民经济中不
可小觑的板块。

尹元元指出，
高收入、高消费、高
质量是单身群体消
费的主要特点，在
花钱为悦己、 图方
便的意愿驱动之
下， 由于更加追求
精致， 这一群体的
消费喜好和倾向，
很可能成为新的时
尚， 影响到其他消
费群体。

“单身经济已
经成为一个独特的
消费细分市场，他
们有着稳定可观的
经济收入， 较强的
消费能力。”业内人
士指出， 如果想做
好单身消费群体的
生意， 商家需提前
布局，细分市场，增
加情感营销和个性
化营销， 提供更高
水准的商品质量和
特色服务。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海明

谢文慧

需增加情感
和个性化营销 本报7月24日讯 今日， 省工信

厅批复同意依托长沙经开区设立湖
南首个“5G＋工业互联网”先导区
（长沙星沙）。这是我省首个“5G＋
工业互联网”先导区。

根据要求， 长沙经开区将在全
省先行先试， 大力开展基于 5G�的
工厂内外网络改造， 加快工业互联
网在优势产业集群推广应用， 打造
一批典型示范应用场景 ， 推动
“5G＋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

据介绍， 长沙经开区正携手移
动、联通、电信，在园区内推进5G宏
基站和企业微基站建设，目前5G基
站已覆盖三一集团、蓝思科技、山河
智能、铁建重工、博世汽车、广汽菲
克、广汽三菱等企业；预计到今年12

月底， 该区将拥有5G基站1662个，
并实现5G网络全覆盖。

目前， 中国信通院中南基地已
落户长沙经开区， 双方将共同打造
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实验室。同
时， 长沙经开区引进了中国工业与
应用数学学会、 区块链安全技术检
测中心等5大高端平台，入园企业达
61家，开发科创项目20个。此外，由
三一集团牵头建设的工业企业网络
安全综合防护平台及长城信息金融
牵头的电子行业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获得国家2019年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的支持， 在工业
互联网网络和安全体系实现了“0”
的突破。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我省首个“5G＋工业互联网”
先导区落户长沙经开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