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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中国有6.7万亿万富豪
胡润研究院9月11日发布报告显示， 截至

2013年末，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109万人，主要
职业是企业主、“职业股民”、“炒房者”和“金领”
（大企业高层）。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已达6.7万人，
未来三年内或增长到7.3万人。调查显示，高净值
人群平均工作日睡眠6.2小时， 最想拥有的是健
康，平均每周运动3小时。 ■据新华社

【点评】压力与财富成正比。

处方药网售最快下月开闸
9月10日，记者从消息灵通人士处了解到，国家

食药监总局已就《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的推进实施于近日进行了协调和安排，药品网
售相关新规有望“国庆前后”或“元旦前后”公布，
“未来药品网售第三方平台的审批由省级食药监局
来进行”，且处方药网售，届时或出负面清单。

■据南方都市报
【点评】电商已开始布局，B2C药店充满想象空间。

虚拟运营商平均用户不到1万
10日有消息称， 第四批虚拟运营商牌照

有望于本月发放，包括海航、富士康等企业都
可能位列其中。一方面企业对资质汲汲渴求，
另一方面虚拟运营商难逃现实玻璃门。 记者
了解到， 目前25家虚拟运营商总用户未达20
万。 ■据中国证券报

【点评】这种形势下，后进者也难逃被压
制的命运。

9月19日-21日，国美强势进
驻黄兴路步行街，成功在“五一商
圈”建立全新的家电坐标店，新国
美、新业态，打造非凡开业力度，
横扫“十一”底价。

此次国美步行街中心广场店

试营业活动力度大、 种类多。被
湖南消费者热捧的单品秒杀也
将在当天举行，品牌无线鼠标惊
爆价9.9元， 移动电源惊爆价19
元， 名牌电饭煲惊爆价49元，老
人手机惊爆价59元，美的微波炉

也被199元轻松秒杀。 该店当日
手机、数码、电脑等普遍降价，如
自拍神器卡西欧 TR350S直降
500元，尼康D7000跌破6000元，
佳能EOS5DMARKⅢ直降1000
元，提前预存，还可专享1888元
的苹果 IPAD�mini，3288元苹果
IPAD�air， 伴随着价格上的优惠
还有各种促销活动为试营业增

添喜气。
在预存方面， 预存5元得100

元现金抵用券， 购物加送可乐六
听； 预存10元得200元现金抵用
券，购物加送精美太阳伞一把；预
存200元，可享受购冰洗、彩电、空
调、 厨卫两件及两件以上不同品
类商品满18888元送ipadmini一
台；预存400元，可享受购冰洗、彩

电、空调、厨卫两件及两件以上不
同 品 类 商 品 满 48888 元 送 i-
phone6一台。购物完成后，可凭
当日购物发票参与整点大抽奖，
奖项包含 ： 价值 4240元的 I-
phone6二折券、东南亚5日游、美
菱多门冰箱 、 尼康单反相机
D3100、32寸液晶彩电等众多豪
礼。

9�12，就要爱！各位单身待解放
的困“男”户，是否已经瞄上了这个
良辰吉日呢？不过，在女生看来，实
际行动很重要， 只停留在嘴上是欠
缺诚意的， 从小的细节里表达出爱
才能真正打动人， 就像志高V系列
新品空调虽不能言语， 却能用心体
会你的感受，满足你的舒适需求。

V尊：清新空气自由呼吸

志高V尊空调是志高耗时多
年自主研发出来的高科技产品，它
坐拥烟滤清和显色除甲醛两大健

康技术，是一款集高效去除PM2.5
和强力吸附甲醛等有害气体于一
身的除霾利器。V尊采用“管式高
效等离子体”装置，通过高压电离
的作用来消灭室内的烟尘灰霾，对
PM2.5、PM10等颗粒污染物的去
除率可达99%以上。

V铂：创新科技节能舒适

V铂采用高效直流变频压缩
机，匹配先进的室内外直流电机，借
助直流电机的先天优势， 集合高效
直流控制系统， 能够使空调运行更

加平稳，做到既节能又静音。而且，
它还采用了新一代的ECO＋模式，
能够实现8小时精准控温， 开启后，
空调将以高频率和高风速运行，以
快速达到用户所需温度。另外，志高
V铂系列变频空调的待机仅仅只有
0.5W，比一般产品更省电。

V爵：多维送风不留死角

想要舒适的温度覆盖整个居住
空间？虽然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但V
爵系列柜机还是能为你轻松解决。
因为它改变过去空调单一正面送
风的缺陷，仔细衡量人体对出风广
度的需求，创新采用“风立方”送风

科技， 配合特别设计的控风叶片，
极大提升室内空气循环速度，使得
送风范围更均匀，完美实现沐浴式
出风，带给用户始终如一的感受。

如今空调用户在使用中已经
不仅仅局限于冬夏的制热制冷，而
是在一年四季都可利用其差异化
的功能， 带给自己想要的舒适生
活。志高V系列新品空调全新升级
功能，给你最贴心的守护。在外观
上，挂机面板的工艺与轻薄度令人
惊艳，柜机现代与古典相融合彰显
时尚大气；而在功能上，堪称志高
历年空调产品的集大成者，创新享
受空调的舒适体验。 如此明星风
范，内外兼修，明智的你值得拥有。

示爱无需言语 品质见证一切

打造非凡力度 横扫“十一”底价
———国美步行街店9月19日盛大试营业

经济信息

这款神器能防信息泄露
自动监测身边依靠无线网络运行的设备

使用公共场所提供的免
费WiFi虽然方便, 但需时刻
提防别有用心者利用无线设
备窥探你的隐私。新西兰工程
师朱利安·奥利弗研制的Cy-
borg�Unplug“蹭网”保护器,
使“蹭网”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把这个差不多巴掌大的装置
插在电源上,它就可以探测到
周围是否有谷歌眼镜、Drop-
cam摄像头、 微型无人机、无
线麦克风等依靠WiFi的监控
设备在运行,一旦发现,它会
发出警报声。如果这些设备正
在试图获取你的信息,神器会

自动发射一组特殊的信号,让
这些设备断开它们的网络连
接。据悉，这款产品定价为50
至100美元。 ■据新快报

富士苹果
贵到“没朋友”

苹果号称四大水果之首，
但这几天的苹果价格直接贵
到“没朋友”。记者在超市水果
区发现，一斤富士苹果价格普
遍在10元左右，把橘子、梨、
香蕉等“小伙伴”甩出几条街。
业内人士介绍，因为现在苹果
青黄不接，市场缺货，所以价
格较高。

■据北京晚报
【点评】 苹果大量上市

可能要到10月份了。

别信“节电器”
用电翻9倍

近日有市民反映家里的
用电量突然从100多度飙到
900多度，而供电部门检修发
现， 偷电的元凶竟是市民在
街边新买的“电子省电器”，
这个设备会漏电。对此，专家
提醒市民， 不要轻信市面上
的节电器、 节能电表等节电
装置， 这些设备或将成为偷
电、窃电的元凶。

■据广州日报
【点评】 贪小便宜之前

要慎重。

国庆黄金周租车宜趁早
中秋节、国庆节接踵而至，令9月成为

租车行业的黄金时段。9月10日发布的一
份数据显示，今年9月的整体租车预订情况
比往年同期火爆， 车源增长仍难满足租车
需求。业内人士介绍，国庆长假租车市场供
不应求现象将更严峻， 市民有需求最好提
前打算。 ■据南方日报

【点评】 对于没有私家车的人来说，租
车较为方便。

6%以上理财产品重现
进入9月“理财月”，受到中秋节、教师

节影响，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开始回暖。
据统计， 近期多家银行发布节日主题理财
产品，收益最高达6.2%，相较此前略高于
5%的收益，提升幅度不小。

■据信息时报
【点评】 节日效应加季末效应，9月理

财市场回温， 国庆节理财产品或许更值得
期待。

南非发现232克拉巨钻
近日彼得拉钻石公司宣布， 在南非库

里南矿发现了一颗232克拉的白色钻石，
售价或近1亿元。今年6月该公司发现了一
颗122.5克拉的蓝色钻石，市场估价为3500
万美元。 库里南矿以出产超级巨钻闻名于
世。1905年，一颗3106.75克拉的钻石在该
矿被发现， 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钻
石。 ■据环球时报

【点评】 巨型钻石用途成谜。

【商业纵览】

【大佬说话】

【点评】 手表 连
网、家电联网、打扫卫
生的机器人也连着网
络，当网络日益深入生
活的方方面面，个人信
息安全或许尤为重要。

不过这款产品普
及还需时日，毕竟目前
普通人还没有为自己
隐私付钱的意识。

在9月10日至12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有科技
领域专家提出了3D打印可能给快餐行业带来的创造性颠
覆。目前人们吃快餐时只能选择菜单上提供的，而运用3D打
印技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创造菜单，只要输入相
应的原材料，就能打印出自己想要的食品。 ■据广州日报

【点评】 3D打印目前成本太高，需要大幅降低成本才
可能在快餐行业运用。

快餐业或
被3D打印颠覆

经济都衰退了，股市却涨起来了，自欺欺人的可以用
晴雨表打提前量来解释，实事求是的则清楚，这就是钱多
人傻的结果。这样的话题此前说过很多次，只是大家当时
不能理解或理解不了而已。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

股市上涨
因钱多人傻

站在一个国家的角度看，这个事（高管降薪）应该做。我国
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不能仅仅是少部分人受益。如果我们国
有企业的领导者想赚大钱，你最好离开这个平台，你跳出去，
别在这儿干，也照样能赚钱。 ———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

想赚大钱
最好离开国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