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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财讯A18

“选座费”之后，航企再推多项收费服务

继国航8月在数条国际航线上恢复推行付费
选座服务后， 海航的选座服务也已悄然恢复，还
陆续推出了不少让人付费的服务产品。 如100元
可“买”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值机、登机；200元可享
受专车赴停机坪接机服务等。 ■据羊城晚报

【点评】确实有一部分旅客愿意为获得更舒
适的体验付费，这是市场选择。相反，如果旅客不
买账，这类服务迟早会被淘汰。

违反“7日退货”处罚办法年内实施

据悉，由国家工商总局起草的《侵害消费者权
益行为处罚办法》将于年内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七
日无理由退货、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欺诈消费者
行为以及经营者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履行相关
义务和相应的行政处罚。阿里巴巴、京东、1号店、当
当网、凡客诚品、亚马逊、聚美优品等10家电商已向
工商总局递交了整改报告。 ■据北京晚报

【点评】维权渠道更通畅，网购起来更放心。

迎合“拉风”消费，摩托车试水个性定制

由于市场不景气，重庆老牌摩托车制造商
如力帆、宗申、隆鑫等企业均试水摩托车定制
化。其中一款车型可按消费者需求改装16个部
件， 价格从以前的8000元上涨到1.1万-1.2万
元。通过改装形成长期消费，厂商出售一台摩
托车能获得更多利润。 ■据重庆商报

【点评】要做成中国的哈雷机车， 国产摩
企任重道远。

近日，商用飞机制造商
美国空客公司为乘客研发
出一种新型头盔，让佩戴者
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飞行
途中的娱乐活动中。

据发明这个头盔的法
国人伯纳德·戈尔林介绍，
头盔看起来很有《星际大
战》中的感觉，可以让害怕
坐飞机的乘客忘记自己是
坐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中，也
可以让人忘记旁边哭闹的
小孩和其他吵闹的乘客。空
中客车公司现已为其申请
了美国专利。

据空客介绍，每个头盔
都会有一个内置的荧光屏
和耳机，前者用来提高视觉
效果，后者则是供乘客在看
电影、听音乐和打游戏的时
候使用。头盔中还会准备一
个迷你气袋，当遇到极端气

流的时候可以用来保护乘
客的头部。

这项专利最厉害也最
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还可以
排除异味，让你在飞行中看
电影时能选择最喜欢的气
味环境。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这
个头盔目前仍然只存在于
图纸上。 ■据新快报

【点评】听起来的确能
提高乘客的舒适度。 不过，
戴个头盔坐飞机感觉有坐
摩托车的feel啊……

常德柳叶湖备战金秋“水上嘉年华”
“锦绣潇湘，休闲常德 2014湖南国

际旅游节常德分会场暨中国·湖南（首
届）国际户外休闲旅游装备博览会”将
于 9 月 20 日在常德举行，湖南省旅游
协会还将为湖南水上嘉年华基地落户
柳叶湖授牌。

据悉， 本次旅游节主要由五大活
动构成，历时三天。 先是旅游节开幕式
的重头戏，以水上飞人表演、水上摩托

艇秀、竞技滑水等多个水上竞技项目表
演， 给人带来全新的视觉刺激新体验；
二是湖南省旅游协会将为柳叶湖举行
湖南水上嘉年华基地落户柳叶湖的授
牌仪式；三是开幕式当天举行“千杆竞
技柳叶湖”垂钓活动；四是在旅游节当
天在常德城举行人体彩绘骑行巡游活
动；五是 9月 21日推出“常德景区免费
游”活动。

国美在线 918巅峰时刻提前“放价” 过国庆
金秋九月，国美在线启动了 918金

秋钜惠之巅峰时刻大促活动， 推出万款
标杆低价商品，提前“放价”过“十一” 。

此次活动优惠力度空前。 9 月 15
日至 21日活动期间， 国美在线推出了
最强双重钜惠：其一，家电满减，最高
可减 5000；其二，满额返券，最高可返
2000。 最值得关注的是，满减和返券可
同时享用：9 月 18 日当天，消费者在享

受满减等全部优惠的基础上，还可再享
受满额返券，最高可省近 17%，力度空
前，国庆黄金周家电促销提前开打。

每月 18 日的“巅峰时刻” 已经成
为双 11之外的最具影响力、 覆盖人群
最广的品牌营销活动，它为冲刺电商三
甲奠定了坚实的口碑基础，完善全品类
生态链的国美在线必将爆发出更大的
潜力。

新一代 408，“全能男神”领先来袭
8 月 27 日， 新一代东风标致

408 在成都问鼎而至，9 月 2 日起
“全能男神”陆续抵达北京、上海、
广州等全国 40个一、二线城市。新
一代东风标致 408 区域上市活动
正式拉开序幕，以“不止领先”的绝
对实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开创中
级车新纪元”的越级风暴。

新一代 408 面向中级车市场，
价格区间在 12.97—18.97 万，主打
14.97 万的 1.8L� CVVT 豪华版车
型，以 STT 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
9.7 吋触控屏幕、ESP9.0、六安全气
囊、LED 日间行车灯、 胎压监测、
巡航速控等物有所值的配置力争
成为中级车市场无可匹敌的 15 万
元主力军。“不止” 于此， 新一代
408 全系产品以“T+STT 高效动
力”，“All� in� One 集成触控”，“3D�
Safety三维安全” 出类拔萃的产品

品质“秒杀”同级
别车型，倡导越级
驾享。

新 一 代 408
搭载了 1.6THP 涡
轮增压直喷发动
机 的 顶 配 车
型———1.6THP 至
尊版，更是有着舍
我其谁的霸气，将
很多 B-车型拉下马。 作为连续八
年获得 “全球发动机大奖” 的
1.6THP发动机， 其动力性能首屈
一指，全 LED 大灯、i-Start 一键启
动 、City� Park 智 能 泊 车 辅 助 、
Blue-i车载互联、盲区探测等中级
车领域的尖端科技配置一拥而上，
在为消费者带去更加智能的驾乘
享受的同时，也彰显其开创者的绝
对实力。

新一代 408 首先面向北京、上
海、广州、重庆、南京等 40 个重点
一、二线城市，精准锁定满意不满
足的实力中坚———“全能男神” ，
他们穿梭在都市中，拥有让人满意
的工作成就和生活品质， 却以
“不止 领先”的态度与主张，在平
凡生活通往不平凡成就的道路上，
因执着向前的行动最终成为超越
平庸的领先者。

理财点播
￥

9月份以来， 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里， 中国邮政发行的新邮品种多达3个以
上，包括15日发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邮票、13日发行的《长
江》特种邮票，以及10日发行的《教师节》
纪念邮票等品种，这些新邮均表现出良好
的市场前景。

需要注意的是， 邮市长期以来的“炒
新”现象导致相对应的邮票容易出现价格
暴跌。 ■据南方日报

【点评】还是那句老话， 投资需谨慎，
切不可盲目跟风追高。

新邮亮相，邮市渐复苏

日前在伦敦举行的中英第六次财金
会议上，英国政府确认其计划在未来数周
或数月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一旦发行，这将是由非中国机构发行
的首批人民币国家债券，英国也将成为首
个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的西方国家，同时
预示着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征程
起航。 ■据第一财经日报

【点评】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家明确表
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外国政府，也标志着
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

英国拟首发人民币债券

近日， 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华尔道夫
饭店启动首场IPO路演。来自投行及美股机
构投资者反馈的信息显示， 随着阿里巴巴
将于9月19日登陆美国资本市场，其对股市
的抽水效应将对中概股形成明显挤压。

事实上，从今年5月起，受阿里上市消
息的影响，纳斯达克中概股就曾遭受重创，
多只中概股如聚美优品、唯品会、当当网等
股价都有不同程度下跌。 ■据南方日报

【点评】海外资金、美股投资客纷纷回
流A股，间接推动了A股的新一轮繁荣。

阿里拖累美股“中概股”

空客发明“防熊孩子”头盔
戴上它能消噪音、除异味 柴米油盐

￥

在四年调价9次后，“回
归高端” 的东阿阿胶迎来了
第10次涨价。 东阿阿胶日前
发布公告表示， 将阿胶出厂
价上调53%， 调整后东阿阿
胶零售价格逼近2000元/斤。
对于涨价原因， 东阿阿胶表
示阿胶的市场需求在不断扩
大， 作为阿胶主要原料的驴
皮资源持续萎缩态势未获缓
解。 ■据北京商报

【点评】东阿阿胶总裁秦
玉峰曾公开表示， 东阿阿胶
胶块的目标价是6000元/斤。
还好阿胶不是生活必需品。

东阿阿胶
再涨价五成

曾经在《舌尖上的中国
1》 中大放异彩的金华火腿，
与伊比利亚火腿、 帕尔玛火
腿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腿”。
今年以来，这条国产“名腿”
意外地遭遇出口“滑铁卢”。
据浙江金华检验检疫局统
计，今年1-8月金华火腿出口
量和货值均同比下降四成。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除了企
业拓展海外市场能力不足、
国外消费者饮食结构不同
外， 最让人意外的一个原因
竟来自环保因素： 东南亚鱼
翅消费减少后， 火腿作为鱼
翅的金牌配料受到了殃及。

■据都市快报
【点评】菜或汤里加点火

腿，既能调色又能提鲜，可不
光是鱼翅需要它。

金华火腿
出口猛降40%

【商业纵览】

【大佬说话】

央行新规或促
第二家银联浮出

中国机器人行业规模飞速发展，2013年增速50%。
然而，中国作为机器人最大的市场，缺乏核心技术，核
心部件存在严重瓶颈， 国产机器人在国内机器人市场
的份额只有13%，在高科技的机器人领域，我们通常赚
的还是组装的辛苦钱。中国机器人需要运用全球开源系
统， 让愿意动手的年轻人在车库中用国内廉价的零配
件，制造出创意十足的机器人，最终不仅进入企业，还能
进入寻常百姓家。 ———财经评论家 叶檀

面对机器人浪潮
中国只能喝粥吗

有报道称， 中国人民银行已将有关银行卡清算市
场准入规则的方案上报国务院， 该方案将明确包括线
上和线下跨行交易清算规则、发卡标准、账户管理标准
等以及申请成立卡组织的准入门槛等。

倘若上述方案获得决策层的放行， 则中国极有可
能出现第二家乃至第三家银联， 主攻线上的支付宝与
拥有最大线下收单的工商银行被视为最具可能的尝鲜
者。 ■据东方早报

【点评】新的小伙伴入局，意味着有钱一起赚、有责
任一起担。

空客头盔设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