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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
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国出境旅游突破八千万人
次。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
不少出境游也一直火热。记者8
月18日了解到， 最近阿根廷以
“旅游最划算国家” 而闻名，在
各旅游网站搜索阿根廷旅游产
品的旅游者暴增。此外，今年暑
期选择去英国和俄罗斯的中国
旅游者也大幅增加。

阿根廷旅游搜索
暴增200%

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8月
12日以来的几天内， 在携程平
台旅游度假频道搜索“阿根廷”
的数量 ， 相比之前增加了
200%。 包括阿根廷与巴西、智
利等南美连游产品， 以及阿根
廷加南极的超长行程， 关注度
都大幅增加。 该平台上，“巴西
+阿根廷+智利+秘鲁21日跟团
游”等产品销量领先。

“南美国家旅游正在开始
进入国人的视角。”携程负责开
发南美区域的产品经理认为，
随着开发上线的阿根廷和南美
旅游产品大幅增加， 接下来会
对在线以及线下门店的订单带
来增量。

据介绍， 阿根廷相关的南
美、 南极旅游线路一般行程都
在15天以上，费用以5万元到8
万元为主。 阿根廷除了马拉多
纳、梅西广为人知，还有伊瓜苏
瀑布、“世界尽头” 乌斯怀亚等
世界级景点。

俄罗斯成中国游客
最青睐欧洲目的地

此外，携程数据还显示，今
年暑期通过平台报名跟团游、
自由行、定制游等产品，前往墨
西哥、挪威、冰岛的游客同比去
年分别增长了 123% 、84% 、
60%；前往俄罗斯、英国、澳大
利亚的游客， 增长34%、34%、
24%。从人均旅游费用看，前往
瑞典、斯里兰卡、匈牙利的游客
人均消费降低了23% 、23% 、
12%。

“莫斯科红场里的中国游
客最多”。随着中俄两国积极发
展相互旅游，2018年到访俄罗
斯的中国公民超过170万，在赴
俄外国游客人数排名中居首
位。 中国游客在俄罗斯的购物
消费也遥遥领先。 俄罗斯已经
成为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欧洲目
的地国家。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庞明钰 徐婷 刘璐

本报8月18日讯 记者今
日从湖南省证券业协会了解
到， 证券期货纠纷小额速调机
制已在湖南落地。今后，索赔金
额在人民币1万元以下的证券
期货纠纷， 投资者可以获得更
加快速便捷的调解处理。

湖南共有8家证券、 期货、
投资咨询法人机构与中证中小
投资者服务中心签署了小额速
调合作协议， 分别是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金证投资咨询顾问
有限公司、 湖南巨景证券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大有期货有限
公司、德盛期货有限公司、金信
期货有限公司， 实现了湖南辖
区证券期货及投资咨询法人机
构的全覆盖。

按照协议， 索赔金额在人
民币1万元以下的证券期货纠
纷，经投资者及签约机构同意，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可根
据纠纷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自律规
则及行业惯例等提出调解建
议， 签约机构应按照该建议与
投资者签署调解协议并履行。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普通
调解原则上是在30天内完成，
不超过60天， 而小额速调基本
上20天内就能调解完毕。”湖南
省证券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小额速调机制在湖南的实
施， 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湖南
辖区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有助于缩短纠纷解决周期，
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也将增强
第三方公益调解机构的公信力
及权威性。

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6
月，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湖南调解工作站处理的纠纷有
434件 ， 投资者获赔金额约
4137万元。 ■记者 潘显璇

夏装 2件 5折 、 冬装 3件 3
折……8月14日， 在户外温度直
逼40℃的高温下，定位年轻时尚
的女装品牌拉夏贝尔位于长沙
五一商圈仅有的两家专柜却拿
出宝贵的位置，做起了“冬装出
清”活动。

近日， 该公司因实控人邢加
兴股票质押违约而收到上交所监
管工作函。此前，拉夏贝尔还发布
了一份上半年净利润或巨亏5.4
亿元的预警。

最 红 火 时 曾 与 ONLY、
VERO�MODA等时尚女装品牌
形成对峙之势的拉夏贝尔， 究竟
缘何进入了如此“至暗时刻”？

促销、打折
拉夏贝尔仍在出清冬装

8月14日上午， 尽管在拉夏
贝尔新世界百货专柜内四处张贴
着“2件5折”、“3件3折”红底白字
的促销海报， 但其生意却依然有
点冷清。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该专
柜内停留的15分钟时间内，并未
有顾客入店消费。 而在该品牌悦
方IDMall店内，也在进行同样的
低价出清库存的活动。 同样的时
间内，有3名顾客入店浏览。

记者注意到， 拉夏贝尔在两
家专柜内同时出清的冬装， 均为
往年秋冬的商品，款式相对陈旧。

而潜在客群相仿的其他各大女装
品牌在五一商圈的专柜， 诸如优
衣 库 、Teenie� Weenie、Five�
Plus等品牌则已开始上架2019
年新款秋冬服装。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在五一商圈内，拉夏贝尔仅在
上述两家购物中心设有专柜，而
诸如平和堂、长沙国金中心、王府
井百货、国金街等地，却未能见到
该品牌专柜的身影，这也与其他女
装品牌的开店规模形成较大差距。

闭店2400家、股权被质押
品牌发布亏损5.4亿元预警

8月8日，上交所对拉夏贝尔及
其控股股东、 实控人下发监管工作
函，就控股股东、实控人邢加兴股
份质押违约事项明确监管要求。

8月6日，拉夏贝尔就曾发布
公告称，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控
人邢加兴通知， 获悉其质押给海
通证券的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6亿股， 已低于最低履约保障
比例， 因其未提前购回且未采取
履约保障措施，已构成违约。

而7月30日， 拉夏贝尔发布
的2019上半年业绩预告也让人
忧心忡忡。 该公司预计2019年
1-6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5.40亿至-4.40亿。 另一个
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截至2019年

6月底，该公司境内线下经营网点
较2018年底净减少2400余个。

至此，大量闭店、质押违约、
业绩预亏对即将迎来上交所上市
两周年的拉夏贝尔而言， 似乎进
入了品牌发展到目前阶段的“至
暗时刻”。

传统女装品牌
应积极谋求转型

在7月底发布的业绩预告中，
拉夏贝尔认为，巨亏5.4亿元是受
国内大众服饰零售市场持续低迷
和公司主动优化线下渠道结构的
双重影响。此外，该公司还认为，
加速过季品销售， 导致商品平均
毛利率同比下降。

而在三湘都市报记者的采访
中，消费者与业内人士却认为，该
品牌在款式创新、 更新速度和库
存上均让人诟病。

而一位大型购物中心品牌招
商相关负责人则透露，目前，款式
更新较快、品牌更加年轻化、知名
度更高的女装品牌较受青睐，包
括优衣库、Zara等快时尚品牌和
诸如地素、 欧时力等品质女装，
“在女装市场阵营逐渐出现区分
的当下， 拉夏贝尔的品牌定位有
些尴尬， 在款式设计和经营思路
上偏于传统，亟待转型。”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本报8月18日讯 近日，湖南
证监局公布4份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 湖南兆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湖南瑞启汇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恒途投资有限公司、长沙
乐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家私募
管理机构，因在2019年私募基金
专项检查工作中被查出存在多项

违规行为，被责令整改。
未及时更新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登记备案的信息， 未对基金产
品进行风险评级， 未对投资者的
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
行评估……从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的内容来看，4家机构在开展私
募基金业务中存在的违规行为大

同小异。其中，违规问题最多的是
长沙乐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
未及时更新登记备案信息、从业人
员不具备基金从业资格等6大违规
事项。湖南证监局责令4家私募机
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并于
2019年10月10日前提交整改报
告。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肖娴

“旅游最划算”带火阿根廷连游产品
8月中旬以来搜索量暴增200%，南美国家及南极游线路开始受国人青睐

出境游可提前网上下单
那么境外消费和购物怎么省钱？对此，有业内人士建

议“优惠券+刷卡”，“想出国旅游的市民，可通过一些海外
商家、国内旅游APP、银行信用卡机构联合推出的优惠活
动，提前下单，这样可以最高节省两三成费用。”

女装品牌拉夏贝尔发布上半年业绩或亏5.4亿元

盛夏出清冬装，在“至暗时刻”转型？

8月14日上午，在拉夏贝尔新世界百货专柜内四处张贴着“2件5折”、“3件3折”红底白字的促销海报。记者 朱蓉 摄

湖南4家私募机构遭责令整改

万元以下证券期货纠纷可快速调解
普通调解30天内完成，小额速调20天内能调解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