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13年开始，智能腕表、手环、眼镜陆续步入大众
视野，成为“潮人”们追捧的对象，但是一年过去，这个市
场并没有真正打开，分析师认为整体发展步伐跨越并不
大，当前市场竞争者多，但产品特别成功的案例数趋近
于零。很多产品发展至今并无质的飞跃，市场仍呈现出
一种无序状态。 ■据金陵晚报

【点评】可穿戴设备目前还只拥有小众市场，消费者
多为发烧友，对于普通人来说，它更多只是概念，并且价
格虚高。

娱乐大咖联手，TCL与湖南广电推出电视芒果 TV+

TCL 又唱歌了，不，是拉着粉丝
唱歌了！ 这次不是在中国好声音的
舞台，而是在湖南广电的粉丝楼。 湖
南广电和 TCL 联合打造了一款叫

“芒果 TV+”
的神器， 但大
家可千万别把
芒 果 不 当 电
视， 它是 TCL�
TV+ 家庭娱乐
电视阵营的核
心成员之一！

8 月 30
日 ，TCL 和 湖
南广电在长沙
召开 “娱乐玩
咖 ， 无 乐 不
zuo” 新闻发布

会，正式推出了 TV+ 家庭娱乐电视
阵营重要新品———TCL 芒果 TV+。
芒果 TV+ 以“外观、遥控、独播、抢
先、互动、K 歌” 六脉神剑直击用户

痛点，让每个用户都能自造快乐，成
为玩转娱乐圈的娱乐玩咖。

发布现场，一名媒体记者面对神
器不能自已，上台通过芒果 TV+ 的
K歌功能高歌了一曲 《小苹果》，而
令人惊讶的是这首即兴发挥的神曲，
居然被芒果 TV+原汁原味的录了下
来， 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TCL 多
媒体 CEO 郝义用手机轻轻扫了一
下电视屏幕上的二维码，这首神曲就
一步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一时间现
场通过朋友圈点赞、献花者不断，大
有自己发布 MV 受到粉丝欢呼的感
觉。“以后在家 K歌再也不担心只是
孤芳自赏了，轻松转发朋友圈与好友
一起分享，so� easy！ ”

郝义称，“我们都知道湖南广电
倡导快乐文化， TCL 多媒体倡导娱

乐本该如此，两者都是各自业内的娱
乐大咖，理念十分吻合。 此次合作，
TCL 将提供娱乐产品和服务， 而湖
南广电作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
乐品牌，将提供最好的娱乐内容和传
播平台，我相信两者的跨界合作会创
造出不一样的电视娱乐体验革新，改
变用户的客厅娱乐生活， 进入电视
2.0时代。 ”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快乐阳
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聂玫
现场表示，“广电系统与彩电品牌的
合作已成为当下发展趋势， 怎样增强
用户与电视硬件产品、 节目内容制作
三者之间的互动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
点。今后芒果 TV+的互动功能还将逐
步升级， 用户的想法和需求将通过电
视平台直接影响到节目的内容策划和

制作，用户甚至可以决定周播剧剧情、
决定现场综艺节目的内容等。 ”

TCL 芒果 TV+ 拥有 55 吋和 40
吋两个尺寸，均为无缝镶嵌一体化工
艺，平滑机身设计，搭配芒果色金属
外框、底边金属装饰条；黑芒、白芒两
种配色，打破了电视非黑即灰的刻板
印象，给人一种年轻、时尚、追求简单
自然的纯真生活态度；全新的芒果遥
控器， 橙白双色人体工学曲线设计，
握在手中如同一个香气四溢的芒果，
为用户的每一次使用带来舒适的好
心情；而极简的芒果 UI 时尚绚丽又
不复杂，还可以实现壁纸、应用版块
的更换，也真正做到了娱乐由我。

据悉，该产品即日起将在全国各
家电卖场上市销售， 其中 40 吋将在
苏宁电器全国各卖场独家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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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楼市的重灾区杭
州， 正在酝酿新一轮救市
行动。降低购房落户门槛、
购房可获最高3万元购房
补贴， 杭州余杭区这份正
在“酝酿中”的政策，救市
力度已相当可观。 余杭区
建设局近日向记者证实，
这一揽子措施虽未正式发
布， 但目前的确正在调研
相关政策的可行性。 同样
位于长三角的宁波、 无锡
等城市也频频调整楼市政
策，8月底宁波、 无锡纷纷
对此前部分放松限购的政
策作出调整， 两地限购政
策全面取消。

■据华夏时报

【点评】 如果“解除限
购” 这种首次救市政策的
效应还不明显的话， 出台

购房补贴或者减免税费这
种刺激性的政策也不意
外。

国家千亿充电设施补贴政策将出台

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对充电设施的补贴政策
已经筹备了很久， 目前已向相关人员征求过意
见，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上述消息人士称，补贴
总预算可能涉及到千亿元资金。 而按照此前消
息，国家未来的目标是2015年建成4000座充换电
站。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点评】通过一系列“大手笔”的政策可以看
出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力度。

电商大佬争相入局海淘市场

亚马逊开通美国直邮中国刺激了国内电商
的海淘欲望。9月3日，1号店宣布与东方电子支付
及跨境通实现对接，正式上线“1号海购”项目。至
此，上海自贸区扶正“海淘”后，国内大型B2C都已
经入局。此前，天猫、京东、苏宁易购均已开启了海
淘之路。 ■据北京商报

【点评】 既有的局面恐怕会随着亚马逊正式
开通直邮业务而改变。

偷一辆车只要10秒

偷一辆汽车需要多长时间？10分钟？5分
钟？告诉你吧，10秒！而且还不需要钥匙！据悉，
如今盗车团伙也用上了高科技，闯入车内，重新
编码电子钥匙，启动，10秒搞定一辆完好无损的
车子。英国三分之一的被盗车辆就是如此被偷
走的。 ■据羊城晚报

【点评】科技一旦被坏人掌握后果难测，未
来通过卫星侵入汽车系统也并非不可能。

【商业纵览】

【大佬说话】

柴米油盐
￥

理财点播
￥

一斤子姜价格
贵过一斤猪排

眼下子姜刚上市， 价格
让人瞠目结舌， 最贵的子姜
竟然比肉摊上的猪排还要
贵！ 记者9月3日在市场看
到，刚上市的子姜售价为18
元/斤，而一斤排骨价格也不
过17元。 ■据楚天金报

【点评】现在正在大量上
市，下个月应该会有所下降。

难觅10元一束
富贵竹

好养的富贵竹不再是10
元钱就能买一把了。 在多个
花鸟市场， 海南产的富贵竹
价格都上浮了五成， 涨到了
15元一束。花商们称，这是海
南遭遇台风的后遗症。

■据楚天金报
【点评】海南富贵竹“元气

大伤”，短期内可能降不了价。

300元买的衣服
洗洗要花200元

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
件“高仿”的大牌大衣？先别
高兴，因为“高仿”大牌有可
能在干洗店里遭遇尴尬。市
民张小姐最近拿着一件300
元买到的高仿大衣去洗衣
店，店员表示这种大品牌的
衣服干洗费要200元， 而普
通的大衣干洗费只需要60
元/件。 ■据都市快报

【点评】“品牌附加价值”
在相关消费上也是适用的。

长三角多地酝酿大尺度救市

十年后，现在已经上市的开发商都还会在，而不上
市的会死掉一大半。其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
成，目前还留在农村的人口绝大部分也许永远也不会进
城，即便进了城，他们也不会再成为人口红利。

———新华指数首席经济学家 金岩石

语音图像搜索
将超50%

不上市房企
十年后死大半

移动时代消费者的行为在发生变化， 未来5年，
使用语音和图像来表达需求的比例将超过50%。如果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话，输入字所需要的时间太长，人
们干脆就不输入了。但是当语音可以表达需求时，你
就可以很方便地用语言搜索，得到答案。

———百度董事长 李彦宏

可穿戴设备
成功案例为零

中秋将至，又临近三季度末，一些手
头有闲钱的市民开始期待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上涨。记者走访发现，部分银行已经
推出中秋专属理财产品， 收益较此前微
涨。不过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今年三季度
末银行资金面并不紧张，理财产品的涨幅
也有限。 如果想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等
到月末并不一定划得来。 ■据现代金报

【点评】既然月末不一定涨幅更大，提
前购入可以早享收益。

9月银行理财收益微涨
等到月末不一定划算

眼下，房价涨不动了，租金回报率也不
咋地，各种理财产品风生水起，部分人动起
了卖房理财的心思。近日，网友王先生就在
某财经论坛里分享了卖房理财、 成功让钱
生钱的经历。 他用卖房后的100万资金，在
网上P2P平台投资， 一年后赚了12万。不
过，理财师提醒，王先生的理财方式似乎太
激进，建议进行组合投资，分散风险。

■据扬子晚报
【点评】 事实上按房价过去几年的涨

幅，100万带来的收益或许会远远高于12
万。不过闲置房屋如果用来出租，就不如理
财产品来得划算了。

卖房投资，年赚12万

9月4日，两市继续放量走高，沪指再
刷新15个月新高，突破2300点。场外资金
持续涌入，股市和基金开户情况都十分火
爆。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中旬开始，基金
周开户数已经连续11周保持在10万户以
上的水平。从历史上看，能够连续11周保
持10万户以上的开户，还得追溯到2007年
那一波牛市后半期。 ■据上海证券报

【点评】也许沪指接下来会挑战2013
年高点2444点。

沪指破2300点
现2007年牛市特征

长三角多个城市正酝酿新一轮救市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