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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气温逐步回暖，随着乔迁新
居及结婚人群的增多，春季家装旺季已经到
来。 今年的家电家装市场会呈现怎样的趋
势？ 苏宁电器利用全国1700家连锁门店资
源， 开展了一场家电家装消费心理调研，全
方位解析2012年家电家装消费趋势。

整体家电购买缺乏规划，希望得到专业
机构咨询及帮助

所谓新居家装，计划先行。在家电家装
整体选购之前， 需要有一个详细的整体规
划，但从苏宁电器调研数据显示，有较大一
部分消费者不知如何对整体家电进行规划。
调研显示，53%的消费者更希望得到专业机
构的咨询及帮助，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完成
购买前的家电整体规划。

品牌知名度、购买体验、产品功能为消
费者最关注的3大因素

从苏宁调研数据显示， 48%的消费者购
买家电时优先考虑品牌的知名度，其关注度
远远高于其他因素。其次为产品的购买体验
和产品功能， 43%的顾客主要通过门店了解
最新的产品讯息，他们希望在家电购买过程
中能够通过专业人员对家电产品的细致讲
解和演示来亲身感受产品的实际性能。同
时，27%的消费者更关注产品功能， 节能环
保、外观设计时尚、具有个性潮流功能的家

电产品更容易受到消费者追捧。
套餐购买渐成趋势 2-5万元成为最普

遍的家电购买预算
随着乔迁新居及新婚人群的增多，消费

者在选购家电时更注重家电套餐的购买。另
外， 调研数据显示， 2-5万元的预算是消费
者普遍能够接受的家电购置预期，占比达到
51%。

长期售后保障、及时送装成为消费者最
关注的服务因素

调研数据显示，60%的消费者把长期售
后服务保障看作是购买家电最在意的服务
项目， 另外，20%的顾客更在意个性周到的
送货安装服务。

满足顾客需求 家电一站式解决
围绕本次家装调研结果，苏宁电器积极

响应市场需求，转变促销策略，顺势推出“3
月家装，一省到底”的家电整体解决方案。以
套餐、样机清仓、银行分期、积分翻倍等有力
度的活动开启促销，从3月12日起，针对新居
新婚用户，苏宁电器推出家电购买前苏宁专
业人员免费预约上门设计服务，不同预算的
套餐搭配的一站式服务。同时，苏宁还专门
推出了1家多件1站送达、1次购买分批送装、60
天超长免费托管等送装服务，从售前、售中、售
后一站式满足不同家装顾客的实际需求。

春季预防糖尿病，可遵循以下八大攻
略：

规律生活、不睡懒觉，春天，人体阳气
渐趋于表，皮肤舒展，末梢血液供应增多。
这时千万不可贪图睡懒觉，它不利于阳气
升发，为了适应这种气候转变，病友在起
居上应早睡早起。

养足精神、心情良好，有些病友对春天
气候的变化很难适应，易引发精神性疾病。

加强锻炼、吐故纳新，春季经常参加
锻炼的病友，抗病能力强、思维敏捷、不易
疲劳，可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注意保暖、 注重养生，“春捂秋冻”就
是顺应气候的养生保健经验。

积极治疗、严格自律，按时服药、适当
运动、增强机体抵抗力、随时监测血糖、调
整药量、严格控制血糖，积极防治各种急、
慢性并发症，祛除产生感染的内在因素。

全面体检、预备健康，春天是体检的
最好季节，不妨在春季先“检修”一下自己
的身体。

饮食清淡、营养兼具，糖尿病病友应
多吃新鲜蔬菜，如菠菜、韭菜、黄瓜、西红
柿、香椿芽、苦瓜等。

注意清洁、保持卫生，糖尿病病友应
保持皮肤清洁，勤洗澡、经常更换内衣，被

褥常洗常晒; 女病友尤应注意外阴的清
洁;注意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
口的良好习惯。

春季是一年的开始，是一切希望的开
始，糖尿病患者要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
起，从细节入手，做一个健康、快乐的糖尿
病人。

甜蜜快讯：
糖适平：焕发胰岛素内在动力
糖适平刺激胰岛素分泌内源性胰岛

素，用于治疗单纯饮食治疗不能理想控制
的糖尿病。 其适应症为2型糖尿病。

口服和静脉应用糖适平后的血药浓
度比较显示，糖适平吸收完全，糖适平代
谢完全，不论给药量如何，仅平均5%的药
量在尿中以代谢产物而存在。

糖尿病治疗需要规则地定期就医。如
同服用其它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时一样，服
用糖适平也应谨慎，尤其是在摸索适合剂
量的过程中和从其它药物改换糖适平时。
即使理想的治疗剂量已经达到时也应注
意。 虽然只有5%的量从肾脏排泄，有肾脏
疾患的病人一般都能很好地耐受糖适平
治疗，但是当有严重的肾脏疾患时，用药
要特别小心，因为此时疾病已影响全身状
况。

苏宁电器率先发布2012年家电家装消费心理报告 春天里：科学降糖八大攻略
经济信息

股市“跳水”阴影犹在
周四国内基本金属小幅低开， 盘中

窄幅震荡，尾市小幅拉升。沪深股市前日
跳水，使得基本金属大幅下跌，美联储会
议结果导致美元持续反弹， 短期也对基
本金属形成压制。操作建议：保持震荡的
思路，以短线交易为主，设好止损。

周四郑糖主力合约SR1209报收于
6658元/吨，涨15元。原糖持续反弹郑糖
相比原糖脆弱， 郑糖期价依托短期均线
支撑震荡整理，反弹受持续减仓考验，近
期延续震荡整理走势的概率偏大。

周四IF1203主力合约小幅低开，震
荡下跌，报收于2586.8点，下跌31.4点，
下跌1.20%。 成交量和持仓环比大幅减
少。 主力资金移仓IF1204合约，IF1204
合约成交和持仓环比大幅增加。 现货沪
深300指数周四股指小幅低开， 早盘略
有反抽， 随后震荡下跌， 报收阴十字星
线，成交量环比大幅减少。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 指数周四
报收十字星线， 跌破30日均线的支撑，
短期来看，后期考验半年线2558点支撑
的可能性较大， 但不排除暴跌后出现报
复性反弹的可能。

周五操作上建议趋势投资者多单平
仓后继续观望，日内短线投资者观望。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期货知识

回归分析法的优点有哪些？

比较简单和方便；计算结果唯一，不
因数据之间关系的解释而变化； 可以准
确计算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 提高
预测效果。

另类银行理财产品， 是区别于银行
理财产品传统投资标的而言的。 这类产
品的投资对象并非以往的股票、基金、债
券、票据等，通常会投资于具有较高收藏
价值的财产的受益权。 另类理财产品的
概念自2007年开始进入国人视线， 各家
银行推出的另类理财产品， 投资标的逐
渐从最初的艺术品，扩展到红酒、白酒、
普洱茶， 甚至挂钩更加新颖的二氧化碳
排放、 全球水资源指数等新兴概念。其
中，又以高端白酒、普洱茶等国人钟爱的
实物投资最受青睐。

以招商银行发行过的一款葡萄酒“期

酒”概念的理财产品为例，投资者花30万
元，向银行购买一份葡萄酒收益权信托理
财产品， 1年半后， 投资者若选择现金方
式， 中粮集团负责回购葡萄酒， 价格按
7.5%的预期收益率上浮，看起来很划算。

2011年建设银行在昆明推出了一款
普洱茶理财产品也很新颖。投资者购买这
款理财产品其实也相当于购买了普洱茶。
在1年期限到期前， 投资者可以选择提取
实物，也可以选择要求现金支付理财本金
和收益。选择提取实物的情况下，可以拿
到大益“黄金组合”普洱茶，现金收益的预
期最高年化收益率被预设在7%。

喝酒品茶中体验“非主流”理财
专家提醒：别光顾着看收益率，另类理财产品同样有风险

期货日评

投资者配置最多别超20%
有金牌理财师建议， 无论另类理财

产品如何发展，也始终是小众产品，因此
“选择另类理财产品投资，最多不要超过
总配置的20%”。一方面要看产品投资的
方向是否靠谱， 另一方面还应看其结构
设计，是否有相应的保障机制。由于另类
理财产品设计投资时间较长，普遍为2到
3年，所以投资者还应考虑短期的资金流
动性，切不可用短期的流动资金投机，不
能“赌”市场。

“另类理财产品虽然收益率高、 市场
价格较为稳定，但它们全都属于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产品，选择这类理财产品还是有
一定风险的。”理财师陈国佳提醒，并不是
所有的投资者都适合选择另类理财产品。
另类投资品并不是黄金这种硬通货，它们
只是银行理财产品中的“非主流”，投资时
不能只看收益情况，更要考虑到可能存在
的风险。

理财师朱沛琴也表示，相关理财产品

被贴上“抗通胀”标签，实际上并不一定稳
妥。“比如现在的普洱茶投资期通常在1年
左右， 茶叶市场的价格波动相当频繁，泡
沫也越来越大。如果一年之后普洱价格下
跌，或者正是当年的最低价，投资者将会
不知道如何操作。”她认为，投资茶叶、酒
等实物产品， 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最起码也应该是这方面的爱好者，即便最
后没有达到预期收益，拿到商品也可以得
到心理上的平衡。

另类理财同样有风险

提醒 建议

对于另类理财产品的走俏，中国银行
湖南省分行陈国佳分析称，“目前资本市
场的运行情况并不算好，股市低迷，楼市
也遭到打压。在抗通胀成为人们理财首要
目标的情况下，资金开始流入了其他的很
多领域。”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理财师朱沛琴

认为，虽然债券类和货币类理财产品收益
相对稳定，但对于投资者来说，在经济环
境波动剧烈的情况下，资产缩水已经无法
抵挡， 与艺术品具有相似欣赏价值的酒
类、茶类等价格逆势上扬，所以也成为了
他们眼中的避险工具。“另类理财产品如
此受欢迎，原因就在这里。”

而在湖南省收藏协会副会长卢伯雄
看来，无论是茶还是酒，本身就是可以给
人带来愉悦感的“享受品”。理财产品本身
在设计的时候， 也考虑了这种双重性，所
以收益方式也可以分为提取和只拿现金
收益两种类型。“爱茶的人， 奔着茶叶去，
爱酒的人也奔着酒来买。”

你所能想到的，都能投资

通胀环境下，另类理财有市场

在传统理财产品发行逐渐式微的今天，投资五粮液、茅台、红
酒、普洱茶和艺术品的另类银行理财产品悄然走俏，3月初在湖南
市场上发售的一款白酒理财产品就受到了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然而，这些花样百出的另类理财产品是否靠谱？实物投资真能
万无一失吗？记者连日来走访长沙多家银行机构，得出的答案是：
不一定。

■记者 梁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