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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上周， 韩国护肤品牌IOPE进
入长沙，首家专柜选址王府井百货。
在这一寸土寸金的五一商圈资深
卖场中，IOPE已是入驻的第五家韩
国美妆品牌。近两年来，日韩系护肤
品一改往日在国内市场低调的作
风，开始不停地瓜分着长沙各大百
货商场内一楼的黄金铺位。

日韩系护肤品风声渐起

“有气垫BB霜、天才水、修护
霜……”5月23日， 记者在王府井
百货一楼IOPE专柜采访时，一名
女性顾客对该品牌“明星产品”如
数家珍。据该专柜导购介绍，品牌
第一次进入长沙， 慕名而来的消
费者不少，气垫霜卖得最好。

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王府
井百货一楼共计入驻化妆品品牌
29个，其中，日韩系品牌10个，其
中雪花秀、 后、IOPE等品牌均为
近两年新入驻。 而在平和堂五一
广场店， 后也成为了继YSL之后
近两年来为数不多的新开柜台。

日韩系护肤品在五一商圈展
示出的强大生命力， 在春天百货
体验尤为明显。

自2015年重装以来，该商场
对一楼经营项目进行了调整，近
两年， 春天百货相继引入多个韩
妆品牌， 一多个品牌韩妆湖南总
代理负责人甚至笑言，“承包了大

半个春天百货的一楼。”

高速的产品创新研发

日韩系日化用品的“异军突
起”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产
品创新研发的速度。

5月20日，资生堂旗下欧珀莱
对外发布了新品， 提出“皮肤空
洞”概念。据该品牌长沙分公司经
理介绍，2017年， 欧珀莱将陆续
更新120个SKU， 这也就意味着，
现有销售产品将大换血。

欧珀莱在产品更新上如此的
大动作虽然鲜见， 但这充分表现
出了日韩系护肤品在应对市场变
化时， 相对欧美系产品拥有更快
的反应速度。

以底妆产品为例，从BB霜的
出现到CC霜， 再到如今盛行的
“气垫霜”、“素颜霜”，这些基于粉
底遮瑕功能的底妆产品新概念的
推出， 最初均源自于日韩系化妆
品品牌。

早在2008年，IOPE气垫BB霜
便开始陆续投向市场。而这一产品
开始在国内走热， 则是在2015年，
兰芝借助全智贤热播偶像剧的东
风将这一概念在中国市场推广之
后。截至目前，除日韩系护肤品牌
外，部分一线欧美品牌也相继推出
气垫霜产品以迎合市场需求。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黄亚苹

前几年， 鸡蛋曾因价格暴
涨而被戏称为“火箭蛋”，但今
年以来， 这枚昔日风光无限的
“火箭蛋” 价格却大幅跳水，陷
入“跌跌不休”的困局。

记者注意到，从去年下半年
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每月
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蛋
类一直处于下跌状态。湖南省畜
牧水产局提供的数据也显示，从
去年12月份开始，省内蛋鸡场的
鸡蛋出场批发价开始一路下跌，
2月份一件45斤的鸡蛋价格降至
104元，创下近10年新低。

鸡蛋卖出了“白菜价”

在2014年至2015年间，被
戏称为“火箭蛋”的鸡蛋，价格
可以卖到6元/斤。但近日，记者
走访长沙多个禽蛋市场发现，
鸡蛋每斤零售价格维持在4元
左右，有的甚至更低。

在长沙步步高超市红星店
内， 普通散装鲜鸡蛋打出3.99
元一斤的销售价格， 尽管价格
已如此亲民， 但在摊位旁停留
的人并不多。“散装鸡蛋都是由
超市自行采购的， 距离降价已
经有半个多月了， 之前有的时
候价格甚至跌到了 2元多一
斤。”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卖了这么多年鸡蛋，
从来没看到价格像今年这么便
宜， 现在养鸡的亏得很厉害。”
在毛家桥市场内的宏顺批发干
货店， 不同品种的鸡蛋被整齐
摆放在门口， 该店负责人对记
者说，“像这个来自邵阳的土鸡

蛋，以前都要20多块钱一板（15
个），现在只要13块钱，养殖户
连饲料钱都赚不回来。”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提供的
鸡蛋价格监测信息也显示，从
去年12月份开始， 省内蛋鸡场
的鸡蛋出场批发价格就从每件
158元， 一路跌至3月份的98
元，4月份气温升高，H7N9禽流
感影响逐渐消除， 市场活禽交
易逐渐恢复， 带动了鸡蛋价格
小幅回升， 每件微涨至108元，
但仍远远低于成本价格。

“2月份的价格是近10年来
最低的，但3月份更低，一件45
斤的鸡蛋98元， 相当于2元一
斤， 比市场上大部分蔬菜的价
格还要便宜， 可以说是鸡蛋卖
出了白菜的价格。”湖南省畜牧
水产局畜牧处雷勇说。

养殖户批发商叹“生意难做”

鸡蛋卖不起价， 对于消费
者来说是件好事， 但对于鸡蛋
批发商和养殖户来说， 却只能
用“头疼”来形容。“看不到希望，
有种做不下去的感觉。” 长沙县
盛大蛋鸡饲养专业合作社的负
责人朱静波告诉记者，合作社每
天鸡蛋的销售量大约150件，而
现在一件至少亏４０元， 再加
上收购农户散养的土鸡蛋，合作
社每天都要亏损上万元。

鸡蛋批发商同样苦不堪言。
5月24日中午， 记者注意

到， 在红星大市场的不少鸡蛋
批发店内， 一箱箱鸡蛋被摆放
得满满当当，但店前十分冷清，
面对记者询问， 多数批发商表
示不愿多说。“今年的鸡蛋价格
特别低，生意很不好做，实在不
想谈论这件事情。”

从事鲜鸡蛋批发生意将近
20年的李红军告诉记者，行情好
的前几年， 一件包含420个的红
皮鸡蛋，贵的时候能卖到200多元
一件， 便宜的时候也要170元至
180元，但现在，价格仅为125元一
件，个头稍小的白皮鸡蛋，一件价
格甚至跌至100块钱左右。

“这十多年来，今年的价格
是最便宜的。现在就算卖125元
一件，一样没钱赚，因为利润特
别低， 有时候一件赚四五块钱，
有时候进货之后， 价格又跌了，
保本也要卖。”李红军说，尽管店
里鸡蛋销量不错，但由于今年鸡
蛋特别多，所以价格特别低，“以
往都没有这么多货，卖不动了。”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武深树

近期A股市场表现出大幅波
动， 一季度涨幅几乎被抹平。然
而，这样的市场却让具备投研实
力的基金得以崭露头角。刚刚获
得“金基金·股票投资回报基金
管理公司奖”的招商基金，旗下
以招商行业精选和招商先锋为

代表的权益类产品今年以来表
现尤为突出， 收益跑赢市场，排
名相对靠前。Wind数据显示，截
至5月17日， 招商行业精选今年
以来获得6.57%的收益， 在同类
195只普通股票型基金中排名前
1/3。 ■黄文成

护肤品开打混战日韩系欲后来居上
更新速度快，不断抢占商城，打破欧美系价格体系，国货也将迎来发展机会

基金资讯

7月1日起，证券行业又一新
规《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办法》将正式实施，旨在保护中
小投资者自身权益。对此，正在
认真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的新华基金表示，考虑到今
年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持续动荡，
建议投资者可重点配置债券型
基金和货币基金，增强风险的防

范能力， 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银河数据显示，截至5月19日，新
华基金旗下共有16只债券基金，
今年以来有完整业绩统计的13
只产品中，有11只产品的收益排
名同类前10，其中新华安享惠金
A类、C类在各自同类排名中均
位于榜首。

■黄文成

新华基金债券产品业绩“全线告捷”

招商基金旗下两只产品涨势强劲

为本土品牌发展迎来新机遇
日韩系护肤品在星城的销售火爆， 打破了欧美系产品一贯的高冷

价格体系， 而这也为一直在与欧美系产品苦苦争抢份额的国产护肤品
牌提供了发展机遇与可能。

目前，除佰草集、羽西等传统强势护肤品牌外，自然堂、欧诗漫、丸
美等品牌也开始跟上步伐，进入长沙主要百货卖场。

公开信息显示， 国产品牌玛丽黛佳将于6月入驻国际奢侈品大咖
LVMH集团旗下国际化妆品连锁零售品牌丝芙兰， 成为继佰草集之后
又一个入驻的国货品牌。“不少国产品牌搭车彩妆热，推出了口红、气垫
等新品，因为定位经济实惠，也受到了既定客群的欢迎。”湖南一同时代
理了多个韩妆和国货品牌的化妆品代理公司负责人如是表示。

鸡蛋价格“跌跌不休”，创10年来新低
小小合作社竟日亏上万元 蛋类市场全年亏损成定局

下半年或有好转
全年亏损成定局

据了解，与“猪周期”等类
似，鸡蛋养殖同样存在周期性，
而“蛋周期”同样来源于供给与
需求的对抗。有人分析，鸡蛋价
格周期一般是三年多一个轮
回，即涨一年、平一年、跌一年。

对此不少批发商认为，本
轮鸡蛋价格下跌持续时间长，
部分养殖户已经淘汰蛋鸡，后
期鸡蛋的市场供给将逐渐出现
减少，进入下半年，鸡蛋价格将
出现恢复性上涨。

雷勇告诉记者，短期来看，
鸡蛋供给相对充足的局面仍将
持续， 鸡蛋价格下跌的情况不
会改变。“八九月份以后可能会
有好转，价格出现小幅回升，但
蛋类市场价格要发生较大的转
变，或许要等到明年了。”

走势

5月23日，“支付宝HK”在一家商店进行测试。 当日，蚂蚁金融服务集团（蚂蚁金服）旗下电子支
付平台支付宝在香港推出港币版支付宝———“支付宝HK”， 并将于25日正式上架苹果及安卓系统手
机的应用商店。这是支付宝的首个非人民币版手机应用程序。 新华社 图

“支付宝HK”上线

“蛋疼”·市场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