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被看
病难、买药贵等问题所困扰，在6
月1日正式上线的阳光“药无忧”
健康管理服务，是解决这些问题
的一剂“良药”，客户可以享受到
在线问诊开药， 药品优惠定价，
以及送药上门的安全便捷服务。

阳光人寿以客户为中心，将
保险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予
以拓展和前置， 开创性地推出
“橙·意”客户服务体系。该体系
涵盖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
理服务，包括“药无忧”“医无忧”
“康无忧”。在功能定位上，“康无

忧”可提供就医事前的未病预防
和健康调理服务，“药无忧”和
“医无忧” 则提供就医事中的用
药和就医服务。这套“三无忧”综
合性健康管理解决方案，有效解
决客户的就医痛点。

■彭溪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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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2日讯 7月中旬，
沁甜鲜香的炎陵黄桃如期而
至。今日，炎陵县政府在长沙召
开新闻发布会， 该县与湖南顺
丰速运有限公司签署深度战略
合作协议， 双方将合作在炎陵
县境内新增约50个快递揽收点
及炎陵至上海、 炎陵至江苏等
空运直发干线， 以提高炎陵黄
桃寄递效率。

丰收年，未上市已成“明星”果

历经修枝除草、 疏果套
袋、 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精细工
序，炎陵桃农迎来丰收时节。炎
陵县副县长盘晓文介绍，2021
年是炎陵黄桃的丰收年， 炎陵
县种植黄桃9.5万亩，预计总产
量6.1万吨。

“不在海拔低于400米的地
方种， 不在海拔高于1400米的
地方种，不在农田种，只在森林
茂密的山地种。” 盘晓文提到，
炎陵县境内群峰竞秀、 青山碧

水，曾以“物种仓廪，酃峰桃源”
的美誉上榜中国深呼吸小城榜
一百佳， 也正是这好山好水的
生态环境，育出“桃中上品”炎
陵黄桃。

据了解，炎陵黄桃曾获得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湖南省农业十
大(区域公共)品牌、中国农业品
牌目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2020年，该县被列为农业农
村部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炎
陵黄桃也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

炎陵黄桃未上市，订单却纷
至沓来。目前，淘宝、京东等电商
平台均已开启炎陵黄桃产品预
售，产品预计于7月下旬发货。在
炎陵黄桃天猫旗舰店内，正值预
售期的5斤装炎陵黄桃月销已
超过1000笔。

物流给力，当日鲜果当日尝

炎陵黄桃果形周正、着色均
匀、果面平滑、果肉脆嫩，种植基

地普遍采用生物和物理防治等
多种措施， 确保果品无药害、无
污染。

为保持炎陵黄桃口感的“黄
金时间”， 顺丰将在炎陵县中村
瑶族乡、垄溪乡、下村乡等村寨
山头设立超200个黄桃揽收点；
为节省中转环节，品牌还在当地
搭建近万平方米的中转场，收寄
的黄桃不再需通过“炎陵-株洲
-长沙” 这条传统中转线路，在
当地即可分拣转运。 这也意味
着，黄桃从枝头到舌尖，最快当
天便可送到长株潭地区的食客
手中，全国大部分城市物流时效
也保证在48小时内。

此外，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到，炎陵黄桃主产区将于7月15
日起陆续开园。7月20日， 炎陵
县政府还将在当地举办主题活
动， 游客们可参与到摘黄桃、选
黄桃、赏黄桃、运黄桃、卖黄桃等
活动中，感受最为鲜活的炎陵黄
桃丰收场景。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黄依婷

本报7月12日讯 湖南自去年
9月获批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开
放试点省份以来， 通用航空产业
进入发展黄金期。7月16日至18
日，湖南（国际）通用航空产业博
览会将在长沙、 株洲两地举行，届
时，必将激发人们了解、认识通航
产业的欲望， 让通航产业“热”起
来。今天，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湖
南省通用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和湖
南省贸促会，了解我省通用航空产
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蓝图。

我省力争本月底
实现低空监视全覆盖

通用航空， 一般指使用民用
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
民用航空活动。

不管是医疗卫生、抢险救灾，
还是气象探测、文化体育，工业、
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等各领
域的作业飞行，通用航空都能“大
显身手”，是一个蕴含着万亿级消
费市场潜力的朝阳产业。

“过去，通航飞行中存在‘看
不见、喊不应、联不上’安全问题，
为此， 我们在全国首创低空监视
通信系统，让通航飞行‘看得见、
喊得应、联得上’。”湖南省通用航
空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志军
介绍，现在，低空监视项目一期已
经完成，监视面积达12.7万平方公
里， 已覆盖一半以上湖南面积。
“项目二期工程也已经在紧张施
工中， 力争在本月底实现低空监
视全省覆盖。”

长沙提高审批时效
让用户“想飞就飞”

安全监管问题解决了， 但通
用航空并不是想飞就飞， 想停就
能停。不过，长沙飞行服务站可以
大大提高审批时效，让用户“想飞
即飞”。

“以前， 通航企业和用户如果
要申请飞行计划， 需要至少提前一
周以上向相关部门申请。现在，长沙
飞行服务站建成后， 企业和用户提
前一天到我们这里报备， 由我们向
有关部门协调， 便可实现飞行计划
的目标。将来，我们将实现用户即时
申请，我们即时协调，最终实现‘想
飞即飞’。”李志军告诉记者，长沙飞
行服务站已获得民航中南局A类备
案，现已基本具备了试运行条件，将
在全国率先实现“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全域服务”，为通航企业用户提
供高效优质服务。

湖南省贸促会党组书记、会
长贺坚表示， 湖南是全国首个全
域低空开放试点省份，在他看来，
这标志着湖南省通用航空产业发
展迎来黄金机遇期。“通用航空产
业是一个蕴含着万亿级消费市场
潜力的朝阳产业， 实施低空空域
管理改革， 能够进一步促进我省
通用航空上下游产业链条发展壮
大，为我省航空装备制造、低空旅
游、体育运动、应急医疗、农林服
务、商务飞行、通航金融等产业带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对进一
步扩大内需、 促进消费转型升级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来，随着碳中和规划、华
为入局自动驾驶、 芯片突围等
产业环境变化，光伏等新能源、
汽车智能化、 半导体等相关行
业迎来确定性的景气周期，景
气度趋势投资迎来黄金时期。
为响应市场需求， 工银瑞信基

金顺势重磅推出工银瑞信景气
优选混合基金（A类：011884，C
类：011885）， 该基金将由工银
瑞信基金权益投资总监、“景气
度趋势投资专家”黄安乐执掌，
通过深入挖掘高景气领域产业
链个股的投资机会， 为投资者

分享趋势性、 成长性产业的发
展红利提供投资佳选。7月7日
起，投资者可通过农业银行、交
通银行、中信建投证券、天天基
金、 蚂蚁基金等各大代销渠道
及工银瑞信基金直销渠道进行
认购。 经济信息

“这500万元流动资金， 解了
我们‘资金渴’啊！”7月11日，在冷
水江市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满面春风地说。 至6月末，农
行娄底分行各项贷款余额175亿
元，较年初净增13亿元。其中实体
经济贷款余额达114.45亿元，较年
初 净 增 8.76 亿 元 。 贷 存 比 达
62.92%， 连续三年居区域内银行
机构前列。

该公司主营手机显示器触摸
屏及触控模组等生产销售， 公司
经过技术改造和经营转型， 提升
了产能，产品订单大增。正当公司
需购进大量原材料时， 却遇到了
流动资金短缺。 农行娄底分行辖
内冷水江市支行的客户经理走访
时了解到公司困境， 及时向公司
宣讲国家扶植企业的金融政策，
推荐了上市不久的“银担e贷”金

融产品，并在3个工作日内向公司
发放了首笔“银担e贷”500万元。

该贷款是省融资再担保公司
携手银行及担保机构推出的银担
“总对总”批量担保新产品，由银行
审批贷款，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
承办担保机构直接提供担保，银行
与担保机构共担风险，较好解决了
企业无资产抵押或抵押物不足而
造成的融资难、 融资贵等问题，贷
款最高额度达1000万元。

今年来， 该行分支机构积极
推进“银担e贷”等普惠小微企业
金融产品落地，深入开展“进百园
万企， 助力中小微” 三年攻坚行
动。2021年初，该行与娄底市辖内
县市区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十四五”期间，将为娄底市企业
提供不低于300亿元信贷支持。

■王志明 孙雄武 经济信息

我省在全国首创低空监视通信系统 长沙建飞行服务站大大提高审批时效

通航产业“热”起来：“想飞即飞”指日可待

据悉，湖南正在加快通用机场建设，目前已建成12个通用机
场，5个通航基地在建或即将开工，1个通用机场已批复。 接下来，
湖南将建成或开工50个通用机场或临时起降点，招商引进80家以
上有影响力的通航企业，开通30条低空旅游航线，培训500名以上
通航飞行员，推动建设5个左右通航小镇，引进和培育通航飞行学
校，力争2021年培养500名以上通航飞行员。 ■记者和婷婷

湖南正加快通用机场建设

炎陵黄桃上市，最快可当天尝鲜
物流给力，当地即可分拣转运 主产区将于7月15日起陆续开园

“银担”携手为企业资金“消渴”

7月中旬，炎陵黄桃挂满枝头。受访者供图

阳光人寿推出“橙·意”客户服务体系 破解就医用药难题

工银景气优选混合基金7月7日重磅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