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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湖南区域的天气明
显热了起来，在持续高温天气的
带动下，苏宁线下门店、各大商
场“人气十足”。 受高温天气影
响，进入苏宁各大门店咨询空调
价格力度、品质的消费者明显增
多。不难看出，苏宁空调正式进
入旺季热销时期。

针对夏季高温空调旺销，湖
南苏宁提前调配仓储、 物流、客
服人员全力以赴，以保证顾客能
在线上线下享受到最佳的服务。
为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享受到空
调的清凉， 湖南苏宁隆重推出
“即买即送即装”服务，笔者了解
到，只要消费者在上午11点之前
来门店购买空调，都可以享受到
此项服务。

前不久，来自星沙的罗先生
来到苏宁易购星沙店相中了一
台美的空调，然后下单。下午1点
钟，罗先生家的一台美的空调挂
机便已经送到并安装完毕，从顾
客11点购物下单到送达安装完
成，苏宁“即买即送即装”只需要
两个小时。据了解，目前在行业
中，这种物流及售后效率，只有
苏宁才能做到。“真没想到苏宁
效率这么高，这么快空调就可以
运回家，我为苏宁点赞”。罗先生
表示。

专注空调28年的苏宁易购
在年中收官大促上有“爆点”。
1449元的1.25P强冷挂机空调、
2499元的美的1.25P三级变频挂
机等爆款空调势必引起广大消
费者的疯狂“打call”。而在服务
上，苏宁易购30天包退、365天包
换举措让消费者在此次活动中
购物舒心；同时消费者进店下载
苏宁金融APP扫码立减最高
4999元， 加入苏宁superVIP会
员，购物再享2%返利、更让进店
消费者享受苏宁金融带来的惊
喜。 经济信息

本报6月26日讯 继小米
赴港上市之后，6月25日， 生活
服务电子商务平台巨头美团点
评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

三年巨亏141亿元

随着招股书的发布， 美团
点评的运营数据也浮出水面。

招股书显示， 随着餐饮外
卖、到店餐饮、酒旅等业务的发
展，2015年至2017年， 美团点
评的营收分别为40亿元、130
亿元、339亿元，3年来营收增长
超过7倍。

但美团点评从2015年至
2017年持续巨亏，分别亏损59
亿、53.5亿、28.5亿，共计141亿
元。不过，美团点评的盈利能力

在持续向好发展， 亏损净额持
续收窄， 三年内亏损额减了一
半。

存在继续大额亏损风险

针对风险因素，美团点评
指出，公司历史上产生了较大
亏损，未来可能会继续产生较
大亏损，立足长远以抓住战略
商机的经营理念也可能对美
团短期财务表现产生负面影
响。

此外， 招股书披露， 美团在
2018年4月收购的摩拜单车自成
立以来已产生亏损， 无法保证摩
拜或美团的整体业务在未来能获
得盈利。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戢伟豪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从
2018第四届湖湘动漫月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 湖湘动漫
月将于7月13日开幕。湖湘动
漫月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
厅共同主办， 湖南省动漫游
戏协会主承办。

湖南省文化厅副厅长肖
凌之介绍，本次湖湘动漫月内
容丰富，采用“1+7+10模式”，
即1个主题展会： 第九届长沙
（国际） 动漫游戏展；7个配套
活动：动漫及网络文学IP运营
及投融资大会、第四届竞游潇
湘电子竞技联盟大赛、动漫游
戏原创设计大赛、第二届创娃
动漫亲子创新大赛、游戏产业
交流会、动漫游戏人才引进交
流会、 红橘子动漫舞台剧巡
演；10个城市分展会组成。

本次湖湘动漫月系列活
动预计参展企业和机构达
300多家，期间将组织本省企
业与香港、上海、广州、深圳
等省外企业开展授权对接洽
谈活动。 ■记者 吴岱霞

上周， 国际高端奢侈品品
牌香奈儿发布成立108年来的
首份年报。数据显示，其2017
年销售额高达96.2亿美元，比
去年同期上涨11%。

2018年以来，长沙奢侈品
市场也打破沉寂， 如爱马仕、
Dior等一大批国际一线奢侈品
品牌相继亮相。 这是继2009
年，LV、Gucci等品牌进入湖南
市场后， 再一次集中大规模的
来湘。

最新：
香奈儿等大牌销售回暖

作为奢侈品行业的标杆品
牌， 香奈儿发布的这份年报数
据显示，2017年， 该品牌营业
额达96亿美元，同比增长11%，
营业利润达26.92亿美元。上年
该品牌的自由现金流为16.28
亿美元，同比增15%。

另一法国奢侈品牌爱马仕
今年3月发布的2017年财报数
据显示，2017年， 该公司净利
润从上年的11亿欧元增至12
亿欧元， 经常性运营利润增长
13%，至19亿欧元。

而此前， 拥有Gucci、YSL
等品牌的开云集团发布最新的
2017年财报数据则显示，在截
至12月31日的2017第四季度，
销售额达42.6亿欧元， 同比增
长27.4%。

经过了2015年前后相继
出现的“奢侈品集中折扣促
销”、“关店”等低潮期，各大奢
侈品品牌的经营状况又开始出
现回暖。

长沙：大牌集中开店，在长
布局开始调整

上个月， 爱马仕在长沙正
式开出湖南首家专柜。6月26
日， 记者在爱马仕位于长沙国
金中心的这家专柜看到， 消费
者仅可从指定入口进入， 当店
内已有消费者时， 其他人则需

要在外排队等待。
开云集团另一奢侈品品牌

YSL也在长沙开出湖南首店，
与其在商场内的专柜仅销售化
妆品和香水的护肤品不同，该
品牌专柜销售服装、 皮具等诸
多单品。

此外， 据了解， 如DIOR、
PRADA、Moncler等大牌均将
相继来长开店， 这也成为继
2009年LV、Gucci同年入长以
后， 又一奢侈品集中来长的爆
发期。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早在数年前， 部分在长的专柜
布 局 也 进 行 了 调 整 。 如 ，
Burberry原本位于新世界百货
的专柜已经撤柜， 又在运达美
美开出新柜。 而随着诸多以奥
特莱斯为经营形式的商场内，
也相继开出了如菲拉格慕等品
牌的特价专柜。

探因：经营策略更积极，长
沙市场更成熟

销售的回暖， 市场开始频
繁发力， 是奢侈品品牌们积极
自救， 持续与市场博弈后得到
的正面结果。

2016年以来， 一直强调
“到店体验感”而迟迟未开通官
方网络购物渠道的奢侈品品牌
们开始集中试水电商平台，包
括DIOR、香奈儿等多个品牌也
通过官方网站、 微信平台的方
式开始销售自身品牌的产品，
其范围从护肤品、 化妆品到包
袋等诸多内容。

近两年，从过去的“高冷”，
到现在主动找KOL“带货”，奢
侈品品牌们似乎打开了国内年
轻市场的大门。

“一线品牌们的身价一向
端得很高， 是否进入一家城市
也会有很长的考察期。”一位星
城商业业内人士认为， 经过近
十年的发展， 长沙现在已是奢
侈品相对成熟的消费市场。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本报6月26日讯 荣宝斋
（桂林）2018年长沙春拍将于7月
13日、7月14日在长沙温德姆豪
廷大酒店预展，并于15日在豪廷
举槌。书画专题部分将推出以何
绍基为代表的何氏四代书画作
品，其中包括其父何凌汉、其弟
何绍京的书法作品，以及其孙何
维朴的书画作品。

今年六月份，北京匡时春拍
推出了何绍基书法专题，何绍基
的书法成就很高，书法市场行情

也十分可观。2014年7月，上海敬
华春拍中，何绍基的行书《东坡
尺牍》三则以529万元成交，创其
个人拍卖纪录。在嘉德2017春拍
中，何绍基9件作品悉数成交，专
题共斩获1670万元 。 何凌汉、何
维朴等作品也在拍卖场上屡创
佳绩。

此次拍卖中征集到何绍基
多副书法对联及册页。其父何凌
汉也是知名的书法家，曾殿试时
名列第四，因笔墨飞舞，拔置第

三。何凌汉为官清廉，不治家产，
唯好藏书， 对子女课书极严。何
绍基兄弟四人均习文善书，人称
“何氏四杰”。

拍卖作品中，何绍基的小楷
兼取晋法，笔意含蕴，行草书熔
篆、隶于一炉，骏发雄强，独具面
貌。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
笔，而带行草笔势，亦自成一格。
其弟何绍京的大幅书法作品《戒
溺女说》 也是此次拍卖亮点之
一。除去书法艺术，这还是一篇
反封建重男轻女的论文，是一篇
进步的科学性文章，在内容上也
实属少见。除此之外，其孙何维
朴的山水画作品也都将在拍卖
会中亮相。

■记者 吴岱霞

长沙奢侈品市场成熟？ 香奈儿发布年报：销售额上涨11%��

奢侈品销售回暖，正加速长沙布局

湖湘动漫月
7月13日启动

美团点评拟赴港上市
近三年累计亏损141亿元

何氏四代书画作品将亮相长沙春拍

湖南苏宁空调旺销前开启“暴走模式”

6月26日，在五一广场一大型购物中心内，除已开出的大量一线品牌外，有部分品牌也进入开业准备。 记者 朱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