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悉，上投摩根岁岁丰（一年）
定期开放债券型基金将于8月8日起
正式发行，投资者可通过兴业银行、
浦发银行等代销渠道、 上投摩根直
销中心及官方网站进行认购。

资料显示， 作为一只纯债基
金，上投摩根岁岁丰定期开放债基
的纯债性有助于其控制风险，不受
权益市场波动。上投摩根岁岁丰定
期开放债基借助封闭运作优势，提
升组合杠杆，提高投资效率，争取
更高投资收益。同时，动态管理久
期，力争使组合中更多债券久期与
封闭运作期限匹配，有效降低组合
久期风险。

近半年来A股市场经历大幅
波动， 在二级市场难觅交易机会
之时， 定向增发再度成为市场焦
点。华安基金推出华安智增精选，
专注掘金定增市场。据悉，华安智
增精选基金将于8月10日起开始
发行， 有兴趣的投资者可前往各
大银行、 券商以及华安基金网上
直销平台认购。

华安智增精选基金的拟任基金
经理是刘伟亭， 他拥有丰富的行业
研究和投资经验，选股能力突出，亦
有投行从业经验， 在开展定增业务
方面有难得的综合优势。

上投摩根岁岁丰定开债基
8月8日正式发行

定增再现黄金布局期
华安智增精选将发行

日前，长沙双地铁购物中心“叮
叮mall”封顶仪式举行，叮叮mall·地
铁商业星潮地即将惊艳亮相。 该项
目位于劳动西路与芙蓉中路交会
处、贺龙体育馆南侧，与地铁1号线、
3号线换乘中心———侯家塘站无缝
连接，为消费者打造集潮流、娱乐、
美食、人文、艺术于一体的双地铁口
购物中心。

在仪式上， 湖南省体育局局长
李舜对该项目阶段性的工程成果表
示肯定， 认为叮叮mall的出现能不
断地为长沙注入新的商业活力。

“未来，叮叮mall将会打造成深
受年轻人喜爱的时尚潮流聚集地，
给长沙市民带来更新奇独特的购物
体验。”长沙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阳世勇表示。

双地铁购物中心
叮叮mall封顶

行情连线

暑假期间是各种意外事
故的高发期，为了给家人、孩
子多一道经济保障，在“互联
网+”浪潮下，市民购买保险
正在“触网”，通过保险公司
官网、APP、第三方平台等方
式购买保险的群体呈现激增
趋势。

“暑假休年假，准备去欧
洲玩，作为标配，通过支付宝
买了一份境外旅游保险，全
面保障计划，136元， 不用去
保险公司，省时省事，挺方便
的。” 长沙市民程旭表示。在
淘宝保险频道，售价0.7元起
的境内个人短期度假旅游意

外医疗保险已累计售出70.6
万份。 很多其他境外旅游保
险都有20万份以上的成交记
录。

网络投保相比于传统渠
道购买而言也更为简单方
便， 很多保险公司的常规产
品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松点
击购买，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
睐。“保费便宜，投保省事”，这
是许多市民选择网购保险产
品的主要原因。但“全自助”的
“网保” 在普及过程中也暴露
出一定的风险，投保还需注意
掌握一定的技巧与细节。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吴慧敏

本报8月3日讯 暴雨连
着高温，长沙市“菜篮子”的
价格怎么样？ 记者从长沙市
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获悉，
本周（7月27日 -�8月3日）
“二师兄”身价微跌，鸡蛋、水
产价格走高。

蔬菜价格持续回落

3日上午8时许， 正在长
沙毛家桥菜市场买菜的谌女
士说，“现在大部分蔬菜都比
较便宜，有的还降价了，像西
兰花前阵子五六块钱一斤，
现在只要4块。”

“本周长沙蔬菜价格较
上周下跌0.83%，均价为3.41
元。” 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
测中心监测工作人员介绍，
其中西红柿、 豆角价格较上
周分别下跌2.20%、10.62%，

为每斤3.02元、3.03元。
价格监测中心工作人员

表示， 由于目前处于蔬菜生
产旺季， 之前的强降雨导致
的运输、 储藏等问题有所缓
解，外地菜供应增加，因此蔬
菜价格回落。

水产品价格上涨

谌女士说， 平常鲫鱼多
在7元左右每斤， 昨天买的一
斤要10块钱，涨了四成。记者
今天在各菜市场探访发现，鲫
鱼价格最便宜要10元一斤，
其他鱼也身价上涨， 如草鱼8
元每斤，黄鸭叫16元一斤。

“最近，鱼肉价格一直都
在涨。” 一名摊主告诉记者，
因为前期暴雨引发洪水，后
来又连续高温， 好多鱼都跑
掉了，因此鱼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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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卜岚
实习生 罗梓菲

本报8月3日讯 “地段好、
交通便利、户型周正的二手房，
3-5天即可卖出， 今年3-4月，
每月甚至可以卖出1000套。”对
于上半年骄人的业绩， 湘江中
路某中介机构置业顾问张琪倍
感骄傲， 他认为今年二手房销
售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在
去库存的总体基调下， 长沙二
手房成交火爆， 成交价格平稳
增长。据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
上半年， 长沙市二手房住宅成
交 296.75万㎡ ， 成交套数为
27218 套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6.17%、49.68%。

以前没人要，现在抢着买

今年3月以来，周先生就一
直在看房，在长沙工作4年的他
准备和女友结婚， 购置一套90
平方米的两居室，“但伍家岭附
近的商品房均价都在8000元左
右， 地段好的学区房早就卖完
了， 而且二手房均价一般在
7000元左右，价格便宜，更适合
工薪阶层。”到7月初，周先生最
终选择在江景阳光买下来一套
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均价为
6200元/平方米。

虽说长沙近期频频是高温
预警天气， 但客户的购房热情
并未因此降低。对此，一线的房
产销售深有感慨。“以前二手房
没人要，现在抢着买，门店每月
卖10多套，月销售量翻了3倍。”
张琪说，与去年相比，二手房的

价格上涨10%， 湘江中路片区
均价达到了8000元/㎡，“湘江
锦城的一套性价比高的二手
房，仅需3-5天就能卖出，而在
去年至少要1个月以上。”

二手房为什么会获得青
睐？ 正在浏阳河畔某中介机构
看房的刘先生认为， 不管从购
房压力还是投资回报等角度来
看，二手房都是不错的选择。

部分片区销量是以前的三倍

“60-90平方米的二手房
最为畅销， 尽管左家塘片区房
价均上涨了500-1000元不等，
但销量却是以前的3倍，有人甚
至一次性购买了3套二手房，热
点片区的房子更是出现一周抢
空的现象。”桂花公园附近某房
地产经纪公司经理周超表示，
有购房刚需的年轻人和拆迁户
依然是二手房购买的主力军。
其次，来自沿海地区、关注房地
产的消费者也比较多， 他们购
买二手房多用于投资， 只做出
租打算。

当一个小区没有房源的时
候， 房东喊出的价格就变成了
行情价。 某中介机构的区域经
理陈放表示， 二手房成交量逐
步追平新房， 这是市场供求的
表现。 位置佳、 配套齐全的片
区，一手房资源紧缺，二手房则
成了不少市民的不二之选，尤
其是武广新城、梅溪湖片区、红
星商圈等热门板块房源紧张，
投资者便将目光转向二手房市
场， 成交量和价格也就随之水
涨船高。

长沙二手房价涨一成难挡抢购潮
今年上半年成交套数为27218套，同比增长近五成

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
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明宾表
示， 下半年长沙二手房市场将
继续稳居高位， 但成交量和价
格涨幅会相对合理， 稳定中略
有增长， 房地产一二级市场的
差距也将逐步缩小， 市场整体
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态势。

“目前，长沙新房和二手房
的比例为3:1，但随着楼市的升
温， 这个比例差会越来越小。”

明宾认为， 在去库存的总基调
下，截至今年5月底，长沙新建
商品住宅去化周期已降至7.82
个月， 去库存压力明显减小，一
手房库存量的不断下降，更多的
家庭转向二手房市场。 同时，城
市规划的不断完善、长株潭融城
速度的提速、全面二孩政策的推
行等因素都将刺激住房需求的
释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二
手房市场的飞速发展。

预测

下半年二手房成交量略升

上半年二手房交易井喷，热点片区的房子更是出现一周抢空的现象。

暴雨连高温，水产价格飙升

销量数十万份
暑期网购保险“火了”

湖南省保险行业协会专家提醒，“网投” 一定要选择正规
的官方及代理渠道。 对于健康险或投资类保险等保险责任及
条款较为复杂、保费较高的险种，建议最好向专业人士咨询或
通过业务柜台办理。

“在挑选合适的网络保险产品后，市民须注意如实填写订
单。”长沙一大型寿险公司一位陈姓客户经理表示，如果填写
信息有误，在出险时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湖南省保险行
业协会专家表示，网投还要注意“货比三家”。

带皮后退肉16元、精瘦肉17元左右……在走访中，记者发
现“二师兄”身价微跌。据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显示，本周，肉蛋
禽类产品均价为24.69元，较上周下跌0.08%。

随着高温天气持续，鸡蛋价格上涨。毛家桥、沙湖桥菜市
场洋鸡蛋每斤价格都至少在5元。 据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
本周鸡蛋价格较上周上涨1.50%，为每斤5.41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链接 蛋价涨肉价跌

网上投保有讲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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