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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一斤“
妃子笑”，几人看透荔枝价
今年荔枝为何“大跳水”？ 原因：主产区大丰收，天气忽冷忽热难保存
半个月前还“身价颇高”的热带
水果荔枝， 已是水果店的主要促销
产品。6月12日，记者在位于长沙市
陈家渡路附近的家润多酷铺店看
到，在一堆“妃子笑”荔枝前摆着“1
元1斤”的价牌。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调查， 不少
水果店都在推出荔枝促销活动，妃
子笑、白糖荔枝等品种，市价从社区
店的每斤4.98元到超市的6.9元不
等。
“
这价格和小时候差不多了，那
时西瓜0.5元一斤， 荔枝也要五六元
呢。”长沙市民王先生回忆。
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荔
枝价格走低呢？

【市场】
“荔枝王”跌价50%
“进了很多货，没有预想中的畅
销，只能1元1斤低价减损。”家润多
酷铺一工作人员称， 这批妃子笑荔
枝最初售价是每斤6.5元。
记者看到， 正在低价处理的荔
枝部分外皮已有些发黑， 样子不算
新鲜。
在记者走访的多家超市、 水果
连锁店及社区店内，妃子笑、白糖等
品种荔枝每斤售价在4.8元至6.59
元之间。 而上述品种刚上市时的售
价高达每斤30至40元。
6月12日下午，在步步高大卖场
红星店， 个头是普通荔枝1.5倍大的
“荔枝王”正进行每斤特价10元的促
销。超市店员介绍，促销价跌幅高达
50%，此前价格为每斤15元。据记者
了解，往年，“荔枝王”的售价在每斤
30元。

连线

一位阿姨边挑边感慨，“今年荔
枝真是太便宜了， 可以多吃点儿。”
今年31岁的王先生更感慨，“荔枝的
保值度还比不上西瓜，上小学时西瓜
0.5元一斤， 荔枝要卖到每斤五六元，
是高档水果的代名词。”

【探因】
大量上市，且难保存
为何今年荔枝这么便宜？
一位在省内拥有超过300家连锁
门店的水果经销品牌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以来，全国几大主产区几
乎所有品种的荔枝全部大丰收，这在
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市场售价，“降幅
在20%以上。”
此外，为了确保荔枝的新鲜，不
少商家在销售时， 会配备碎冰、冰
块， 或者直接将产品放置在冷藏柜
中， 这种存储要求也增大了货品的
存储成本。
在毛家桥附近经营水果生意的
李女士表示，今年长沙天气有点难以
捉摸，一会儿高温一会儿下雨让她进
货时难以把握，
“
暴雨后的高温天气，
如果货物存储不好，很容易就坏了，品
相不好的只能低价销货。”
与刚上市时动辄30元起的高价
相比， 如今的荔枝价格为何会如此
亲民？上述负责人解释，一般水果，
早期上市时因早熟品种少， 还有的
是大棚种植，再加上量没上来，需要
空运，导致成本高，所以贵；等到盛
产时，发货量开始增大，经销商可以
使用冷藏车运输，整柜发货，如此一
来拉低了成本， 价格也就比刚上市
便宜了。
■记者 朱蓉

西瓜价格高位回落

和荔枝一样，不少水果也在这个季节经历了价格“过山车”。
6月初西瓜价格涨至每斤6元左右。彼时，长沙市北国风光小区附近一水
果店店员便表示，主要是天气无常，导致进价上涨。而6月13日，当记者再次
前往市场走访时发现，薄皮西瓜较两周前的每斤5至6元下降至3元左右。“四
分之一个瓜，一周前要花到15元左右，现在大约只用8元，感受还是比较明
显。”市民肖先生表示。

京东联手美赞臣开通智慧直供“专线”
本报6月13日讯 11日，京东联
手美赞臣启动智慧母婴店战略合
作， 双方将凭借美赞臣婴幼儿配方
产品，借力京东营销通道，通过高速
物流供应链、 大数据精准营销及互
联网金融等手段， 拓展中国新兴城
镇市场。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近1700
万新生儿诞生， 其中超六成分布在城
镇， 但由于各大奶粉品牌搭建的运营
体系无法完全覆盖， 即使部分母婴店
主试图代理、采购大品牌奶粉，却无

法避免货源没有保障、 运输仓储控
制困难、产品售后服务欠缺等痛点。
据了解， 美赞臣和京东借助移动互
联网技术联手打造的涵盖“商流+物
流+信息流”一体化商业模式，身在
新兴城镇市场的小母婴店主， 只要
在“美赞臣母婴店俱乐部”中注册认
证，使用移动程序下单，就能通过京
东物流体系，最快在48小时内收到美
赞臣的产品。 这也是京东在探索智慧
供应链推动下线上线下零售融合的
新探索。
■记者 杨田风

华夏基金9大投资高手护航战略配售
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批战略配售
基金6月11日开始正式面向个人发
售，在投资主题、投资策略、基金费
率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
的综合投研 实力 成为投资者挑选
基金的重要依据，也成为6家基金公
司比拼的重点。据悉，华夏基金高度
重视战略基金， 为全力支持华夏战
略配售基金的研究与投资， 华夏基

金专设战略配置投资小组，除拟任基
金经理张城源外，还包含社保组合基
金经理（孙彬、郑煜）、公司投资总监
（阳琨）、研究总监（蔡向阳）、资深科
技行业专家（张帆）、资深全球投资专
家（李湘杰 刘平）、固定收益总监（刘
明宇）。9位业内顶尖投资高手共同
为华夏战略配售基金保驾护航！
经济信息

半月前还“身价颇高”的荔枝现在成了促销柜台上的主角。 记者 朱蓉 摄

“红五月”长沙楼市“一房难求”

本月预计1.8万套房源入市
本报6月13日讯 楼市
传统的“红五月”，“抢房”的
戏码在长沙火爆上演。进入
6月，随着“半年考”的到来，
房企推售力度将加大，记者
今日了解到，6月长沙楼市
预计有68个项目开盘推新，
推 出 房 源 总 数 高 达 1.8 万
套，22个楼盘将推出带装修
房源。

【市场】
万元/m2以上住宅热销
5月3日，长沙北辰三角
洲 宣布 对 C3区5栋 、6 栋 启
动认筹， 共计641套江景住
宅， 中签率仅为12.4%。5月
18日， 万象府台推出132套
毛坯住宅，认筹数为320组，
当日摇号并售完。
买房、排队、摇号，5月
长沙楼市的数据用通俗的
话概括便是， 不缺资金，缺
资源。
中国指数研究院长沙
分院数据显示，5月长沙内
五区成交面积123.84万m2，
环比上涨42.3%； 总供应面
积 82.39 万 m2， 环 比 上 涨
39.3%， 市场仍旧“一房难
求”。
从产品上看，刚需型房

源 为 成 交 主 力 。90-120 ㎡
商品住宅占比达37.74%。从
价格上看，内六区商品住宅
价格段10000元/㎡以上项
目热销， 占比达34.11%，环
比增长11.37%。

【土地】
楼面均价环比涨29%
土地市场历来 是 房企
争夺的战场，但“逢双限必
熔断”的魔咒被打破。5月29
日，位于雨花区的031号土
地以底价拍走。该宗地也是
长沙实行限价地政策以来，
首块未熔断直接成交的双
限地。
据湖南中原地 产 数据
显示，5月长沙整体成交楼
面价为3283元/㎡，环比上
涨 29% 。 在“限 房 价 、 限 地
价”的土拍环境下，整体溢
价率 为 25%， 出现 小 幅 回
落。
业内人士指出，预计在
6月， 在长沙房地产市场调
控目标不放松的 基调下，长
沙总体供应量将出现小幅上
涨。 同时随着精装修细则出
台， 或再度刺激客户快速入
市，抢房风波还将频现。
■记者 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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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权益

◆湖南大学张权豪遗失就业协议书,
编号 0181053201074,声明作废。

◆程斌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4307210013000462，声明作废。

◆湖南工程学院罗喜军遗失报到
证，编号 1041194900749 声明作废。

◆邓林（父亲：邓集跃 ，母亲：戴芳
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I430404724，声明作废。

◆谢沅辰、谢沅彤(父亲：谢国辉，
母亲：陈双红)遗 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编 号 分 别 为 :L431078600、
L431078598，声明作废。

◆彭雪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证号 430902002647，声明作废。

◆黄程（母亲：程迪容，父亲：黄
凯）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77084，声明作废。

◆株洲金谷市场 5 楼 35 号商
铺廖文宏遗失装修押金收据一
张，金额 2000 元，特声明作废。

◆肖元欣（父亲：肖勇军，母亲：肖
龙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337766，声明作废。

◆陈子豪（父亲：陈招会，母亲：周
小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895298，声明作废。

连线

6家装饰公司
被踢出
“
诚信朋友圈”
6月12日下午，长沙市建筑
装饰装修行业首次发布 《长沙
市 建 筑 装 饰 装修行 业自 律 公
约》，成立“诚信朋友圈”，要求
家装企业诚信经营， 同时对苹
果装饰等违反协会章程的6家
装饰公司作出终止会员资格的
决定，将其踢出“诚信朋友圈”。
长沙市建筑装饰装修行业
协会执行会长陈子力介绍，协
会将成立投诉调处办公室。对
装修质量不满意、 家装工人被
拖欠薪水、 材料供应商被家装
公司拖欠货款等问题， 业主可
拨打82233110投诉。
发布会现场，点石家装、鸿
扬装饰、美迪装饰、金煌装饰、
生活家装饰、千思装饰、随意居
装饰、美之庭装饰8家会员单位
率先签署公约承诺书， 承诺坚
决遵守公约条款。 同时宣布了
对苹果装饰以及关联公司泥巴
公社、柠檬树、猫舍、蛋壳、淘家
6家违反协会章程的单位终止
会员资格的决定。
■记者 李国平
◆洪金钰（父亲：洪杰，母亲：徐海
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541818，声明作废。
◆刘君贤（父亲：刘双全，母亲：王
奇媛）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178535，声明作废。
◆龙思艺、龙潮(父亲：龙文剑，
母亲：邓红姣)遗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编号分 别 为 ：G430987021、
G430987020，声明作废。
◆刘承浩（父亲：刘华，母亲：刘
金）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01045，声明作废。
◆陈宇晗（父亲：陈朝文，母亲：张
丽）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700465，声明作废。
◆刘可馨（父亲：刘高华，母亲：刘
会）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042212，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