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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泰国政府宣布，将原本
于2月底到期的旅游免签证费用
及落地签证半价收费措施再延长
半年至今年8月底结束。针对泰国
政府这一举措， 途牛旅游网东南
亚产品相关负责人表示， 泰国签
证优惠政策延期加上节后降价，
近期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将掀起
新一轮热潮。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
择赴泰国旅游， 中国已成为泰国
旅游最重要的客源国之一。 泰国
旅游和体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6年全年访泰的中国大陆游
客为875.75万人次， 占外国游客
总 数 的 26.87% ， 同 比 增 长

10.34%。农历春节期间，赴泰旅
游的中国游客估计超过25万人
次，同比增长超过10%。泰国从去
年12月实施免签证费用及落地签
证半价收费政策， 免签证费可以
为游客减少200元左右的旅游成
本， 这让泰国在签证上相对其他
国家更具竞争力。

业内人士提醒， 泰国签证优
惠措施旨在减免签证费用， 节约
游客旅游成本，而不是免签，中国
游客在8月31日前办理泰国旅游
签证费用全免， 在泰国办理落地
签证的费用依然为1000泰铢 (约
合197元人民币)。

■记者 梁兴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今日
从湖南省道县工商部门和农业
部获悉，“道州脐橙”正式通过国
家工商总局地理标志认证，填补
了道县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
空白。

据了解， 道县位于中亚热带
季风湿润气候区，热量充足，雨量
充沛，日照充足，是我国最适宜柑
橘生长的生态区域之一， 被国家
农业部列为“赣南-湘南-桂北”
柑橘产业优势带， 柑橘栽培已有
1300多年的历史，有“中国脐橙

之乡”的美誉。
近年来，道县县委、县政府相

继出台了苗木、撩壕、果箱、大户
补贴等八项补贴政策， 推动了该
县脐橙产业快速发展。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道县脐橙种植面积
17万亩，产量12万吨以上，产值
超5亿， 全县拥有6个万亩、19个
千亩标准化生产基地。

此前， 道县脐橙获得国家A
级绿色食品认证， 并连续多年在
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上获
得金奖。 ■记者 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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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 看房量比
节前至少增加了3倍。”对销
售员小周而言，节后的楼市
才称得上真正的“开春”，
“春节期间，一套也没成交，
严重打击了我们的积极性。
幸好节后，楼市又恢复了节
前水平，每天看房量回归到
100人左右。”

正月初四，小周就开始
到公司值班，但受人流外出
影响， 上班6天， 却一无所
获，“节后就截然不同，特别
在长沙土地市场新年首拍

后，人们购房的积极性迅速
提升。上周末两天，成交量
就达到了60套。”

2017年长沙楼市难以
琢磨，尽管如此，长沙楼市
的成交量，却出乎意料的快
速“解冻”。据湖南中原地产
数据显示，上周内五区一手
住宅网签1347套、13.44万
平方米， 环比分别上涨7.53
倍、6.97倍，节后首周成交量
回归至1月正常水平。同时，
楼盘来访指数低位反弹，环
比上涨167%。

节后一手住宅成交1347套，环比上涨超752%

学区房领涨，长沙楼市或迎“小阳春”

“道州脐橙”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本报2月14日讯 省统计局服
务业处今天发布消息称，2016年
邮电通信业务总体保持高速增长
态势， 全省累计完成邮电业务总
量1347.86亿元，同比增长50.8%。
其中， 全省实现邮政业务总量
143.37亿 元，增长37.7%；全年完
成电信业务总量1204.49亿元，同
比增长52.6%。

在全省邮政业务中， 快递业
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6年全
省快递完成业务量总计4.86亿
件， 比上年增长超五成； 收入方

面，全省快递实现业务收入51.60
亿元， 占全部邮政业务收入的比
重接近一半，增长52.2%。

2016年末全省固定电话用
户 682.71 万 户 ， 比 上 年 减 少
104.37万户， 移动电话用户也比
上年仅增长1%。不过宽带上网用
户数增加较快， 年末全省共有互
联网宽带用户1044.23万户，全年
新增互联网宽带用户154.53万，
同比增长17.4%。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伍春阳

去年我省快递业务增五成

近日， 国家质检总局同意我
省在长沙市、湘潭市、郴州市三地
各筹建1个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
加上我省已有的岳阳城陵矶进口
肉类指定口岸， 湖南一跃成为内
陆省份中获得进口肉类指定口岸
（查验场） 立项数量最多的省。届
时，我省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查验
场）将覆盖水运、陆运、铁运等多
种运输方式， 不但将大大促进我
省进口肉类数量的增长， 满足消
费和加工需求， 还能有力促进湖
南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

我省是肉类产品消费大省，
其中进口肉类产品在城乡居民

家庭以及肉类加工产业、 餐饮行
业有较大的需求。 适当扩大肉类
进口， 将有利于满足我省消费者
需求、弥补供需缺口、平抑肉类产
品市场物价。

岳阳城陵矶进口肉类指定口
岸是目前我省唯一运营的进口肉
类指定口岸（查验场），2016年城
陵矶进口冻肉3105吨， 是上年的
3.4倍。进口产品主要有冷冻猪肉、
食用猪脂肪、猪杂碎、鸡爪、羊肉
及牛肉等6个品种，进口国家主要
有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乌拉
圭、荷兰、法国等。

■记者 杨田风

我省获批筹建3个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

泰国免签证费政策延长至8月底

假期结束后，不少楼盘成交
量、咨询量都有所“复苏”，而这
也坚定了开发商对市场的信心。
2月10日，长沙土地市场的开年首
拍，即创下31.6亿元的开门红，整
体溢价率为122%。其中，芙蓉区
浏阳河东岸地块更是以成交价
14.5亿元，楼面价为8588.2元/㎡，
成为当日最大的亮点。

“2月大部分开发商仍然处
于盘整期，仅有12个项目推新，供
应短缺将成为成交受限的主
因。”中原（湖南）房地产代理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治钢认为，
相较于新房市场的盘整期，土地
市场迎来开门红，随着长沙未来
价值的逐步凸显和供给侧的深
度调整， 开发商2017年在长沙拿
地的意愿更趋强烈，他也建议开
发商积极拿地，或通过项目并购
等形式进行企业扩张，加大布局
的步伐。

克而瑞长沙机构总经理刘
佰忠指出，去年楼市的火热导致
今年年初楼市库存量不足，开发
商推广和销售力度不够，数据自
然不太好看，“今年3-4月份或许
会成为年度性的转折点，楼市的
真实情况届时也会完全表现出
来。 新盘也将集中在3-4月后发
力，而它们的表现，几乎能反映
2017年楼市整年的表现。”

“一般每年3、4月份会出现一
波‘小阳春’。”刘佰忠建议，面临
“新货出不来，现货不好卖”时，开
发商要调整产品，改变推盘节奏。
在后房地产时代，要有新作为，确
保中长期持续供应，“从目前来
看，长沙商品房提质相当明显。因
此，在产品设计上，创新的同时，
更应讲究品质，在价格和竞争体
系中，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

“金三银四”
或迎楼市“小阳春”

最近长沙天气迅速回温，而对于楼市而言，
春天的脚步也在靠近。春节假期期间，长沙市内
五区住宅成交量仅为72套，但节后，长沙楼市再
续节前的“暖冬”，成交量回升的速度远超想象。

湖南中原地产方面数据显示，2017年2月
第2周（2月5日-11日)， 长沙市一手住宅成交
1347套，环比上涨752.53%，成交面积13.44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697.01%。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抢地大战拉开帷幕，“金三银四” 长沙楼市
或将迎来“小阳春”。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邓涛

这周长沙中小学校陆
续开学，孩子们重返课堂开
始新学期的课程。 而同时，
长沙学区房市场也进入新
的周期，2018年即将要入学
的新生的家长成为购房的
主力军，学区房市场也进入
上升区间。

在新环境工作三年的
周女士，是一位资深的房产
经纪人。“今年的回暖比想
象中来得更早一些，节后学
区房的成交量就至少增长
了4成。”周女士表示，为给
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四大
名校周边楼盘，成了抢手的
“热馍馍”，“70㎡-90㎡的两

房、90㎡-130㎡的三房最
受青睐，节后均价都涨到了
1.1万元/㎡。”

湘江中路附近某中介
门店经纪人朱先生表示，今
年学区房的行情比去年还
好， 大概涨幅为3-4成，门
店每天约接待10位客户，
比如北辰三角洲附近的一
套仅 90余平方米的学区
房， 报价高达102万元，挂
牌不到一周， 就顺利成交，
“周边有清水塘北辰小学和
长雅中学两大名校，再加上
户型周正， 为宜居的两居
室，一经挂牌，就有无数咨
询电话打入。”

学区房率先回暖，均价上涨

一手住宅成交环比涨752.53%

虽然春节期间成交冷清，但节后楼市迅速“解冻”，恢复到节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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