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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临近，电商今年又有啥新花样
破堵：促销之外，更多是场景打造 亮点：提前发货，提供“保价30天”“错峰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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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1日讯 今日，
记者从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获悉， 一批住建领域失信行
为已于近日被曝光。 长沙易居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长沙中路
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湖
南国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等11
家企业上黑榜， 被曝光的相关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被记入信
用“黑名单”。

其中， 长沙易居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因落实房地产调控政
策不到位被曝光； 湖南国建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为“恒泰湘壹

府二期商业地块” 项目的建设
单位， 因未对暂时不能开工的
建设用地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而
被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湖南
中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长
沙未来城城市综合体B区一期
A16、A17地块南北区”项目建
设单位， 因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落实不到位而上“黑榜”；宁波
奥克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因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大
会同意， 擅自挪用物业管理用
房涉嫌将物管用房交给其他单
位使用而被曝光。 ■记者 卜岚

本报10月21日讯 近日，
湖南证监局公布了今年第三季
度投资者针对湖南辖区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的投诉情况。 数据
显示， 由于湘财证券资管计划
系列产品出现兑付逾期， 三季
度我省针对证券经营机构的投
诉量剧增。

第三季度， 湖南证监局收
到针对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的书面投诉共120件，从投诉对
象来看， 针对证券经营机构的
101件，占到了84%。而今年上
半年， 湖南证监局收到的针对
辖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书面
投诉为84件， 其中针对证券经
营机构的仅有29件。

对于证券经营机构投诉量
剧增的原因，通报解释称，主要
是湘财证券资管计划系列产品
出现兑付逾期所致。 三湘都市
报记者注意到， 三季度针对证
券经营机构的101件书面投诉
中， 涉及湘财证券及其在湘营
业部的投诉有85件。

湘财证券资管产品出现兑
付逾期，是因“踩雷”罗静案。

今年7月5日， 博信股份发

布公告，博信股份董事长、承兴
国际控股实际控制人罗静于6
月20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
局刑事拘留。据媒体报道，罗静
以大量应收账款质押向金融机
构融资，但资金链断裂，多家金
融机构“踩雷”，被金融机构以
经济诈骗为由报案。其中，湘财
证券管理的部分“金汇”系列集
合资管产品， 其投资的底层资
产为广州承兴营销管理有限公
司应收账款。 截至7月12日，仍
在存续期的上述产品规模合计
为5.569亿元。

8月，湘财证券对“金汇”系
列产品提出了延期清算方案，
分四次清算： 第一次清算款不
迟于今年8月30日划付，清算金
额约为投资人投资本金的30%；
第二次清算款不迟于2020年8
月30日划付， 清算金额同样约
为投资者投资本金的30%；第三
次清算不迟于2021年8月30日
划付， 清算金额约为投资人投
资本金的20%；第四次清算不迟
于2022年2月28日划付，清算金
额约为投资人投资本金的20%
加上利息。 ■记者 潘显璇

每到“双11”必然“堵”在路
上的快递， 在越来越多的平台
完成线下场景布局的今年，将
有望得到大量改善。

在10月21日举行的“2019
苏宁易购双11全民嘉年华”上，
苏宁零售用户与平台经营集团
副总裁范春燕发布了“1小时场
景生活圈”，推出场景精选商城、
场景客服及退换货服务升级、场
景送货揽件的专属服务。

据记者了解，今年“双11”，
苏宁的场景除将依托300个城

市社区覆盖，超1万家“门店仓
+前置仓”布局，并承诺1公里
30分钟送货到家。

同时， 京东零售集团平台
业务中心负责人韩瑞也提出了
“最后一公里30分钟消费”场景
解决方案。他介绍，将在包括沃
尔玛、永辉、步步高等超过300家
零售商以及京东之家、京东便利
店、7FRESH等商家中推开“京
东下单，只能指派离消费者最近
的商超门店供货”的服务，“用户
最快30分钟就可收到商品”。

近期A股持续震荡， 医药板块
表现出挑。 正在发行中的华夏逸享
健康聚焦医药主题投资， 精选优质
医药股布局， 为投资者把握医药行
业长期发展良机。

投资者若看好医药投资行情，
华夏逸享健康是一个不错的布局选
择。该基金重点投资“逸享健康”主
题相关标的， 即从事医疗卫生或促
进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健康的行
业，包括化学制药、中药、生物制药、
生物制品、医药器材、医药服务等。
在个股的选择上， 华夏逸享健康将
从管理团队、公司战略、产品储备、
财务指标四大维度考量， 注重长期
持有具有确定性成长空间的优质标
的，较少进行波段操作。

经济信息

随着近期A股市场逐渐回暖，
多只权益基金净值与新基金月度
募集规模均创新高。 乘此东风，由
华泰柏瑞明星基金经理张慧掌舵
的研究精选混合型基金于10月21
日正式启航，投资人可在招商银行
和华泰柏瑞官网等渠道认购。

拟任基金经理张慧先生是新
财富分析师团队出身，从业经验丰
富， 是业内知名的中长跑健将，投
资风格均衡偏成长。其管理时间最
长的代表性产品华泰柏瑞创新升
级本月再创历史新高，成立五年多
以来复权回报为190.25%。

经济信息

作为每年电商平台的“年终大戏”，进入10月便开始
预热的“双11”终于正式拉开了序幕。

“昨晚抢了什么？”、“啊，‘双11’ 就开始了吗？”10月
21日一大早，长沙白领黄小姐便加入了单位同事的“双
11”话题中热聊了起来。

记者统计发现，包括苏宁、京东、天猫等各大电商平
台均已先后开启了今年“双11”的商品预售。那么，今年
的“双11”又有哪些新花样？ ■记者 朱蓉

亮点
提前发货、提供“30天保价”“错峰促销”

破堵
促销之外，更多的是生活场景的打造

涉“踩雷”罗静案，湘财证券资管产品兑付逾期
三季度我省证券经营机构投诉量剧增

因落实调控政策不到位等行为
长沙易居等11家企业被曝光

华夏逸享健康
挖掘医药投资机会

华泰柏瑞研究精选
10月21日起发行

国家发展改
革委 10月 21日
发布消息， 根据
近期国际市场油
价变化情况，按
照现行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自
2019年10月21
日24时起， 国内
汽油、 柴油价格
每 吨 分 别 降 低
150元和1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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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京东对阿里就今年“618”期间的“二选一”事件发
起诉讼，后者以管辖地异议为由发起的申诉遭最高人民法院
驳回。而随着“双11”的临近，平台是否要求商家进行“二选
一”的“潜规则”再次吸引了关注。

10月20日，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一场媒体沟通会
上，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表示，“二选一”对于业内而言，已
经不止是平台之间的竞争，仅拼多多就有超过1000家知名品
牌旗舰店遭受波及，受影响的中小型品牌数以万计。

而京东方面表示，“二选一”受伤最深的并不是京东，而是
入驻商家，平台资源稀缺更应鼓励商家多渠道、多平台发展。

记者注意到，电商法第35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
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
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
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

这是否意味着，每逢电商大促总会时有发生的商家“二
选一”走向终结？仍是个未知之数。

平台纷纷回应“二选一”
是不公平竞争还是炒作？

在Balabala天猫官方旗舰
店的首页上， 推出了一项名为
“付押金先发货”的服务。顾名
思义， 消费者在付定金预定了
商品后，只需按尾款拍下“押金
金额”，便可以享受“双11”商
品优先发货的服务。

该店客服介绍，在10月21
日支付了押金的顾客， 购买的
商品将在10月23日24点前发
货，“收到货品后，消费者在11
月11日再按优惠付尾款，再申
请退押金即可。”

这也意味着， 消费者将可
提前近1个月时间使用到自己
购买的“双11”预售商品。

在10月20日，长沙市民王

先生在京东上购买了一台美的
迷你壁挂洗衣机。他说，活动价
格1899元，还额外赠送一台烤
箱，“昨天下单， 今天就已经送
到家了，预约了明天安装。”

对于为何一反“大促之前
不购物”的常态，王先生表示，
因为商家提供了“保价30天”
的服务， 如果在接下来的大促
中售价低于成交价， 可以退还
差价。

除了商家们主动的“错峰
销售”，也有平台提前开始了预
售。10月18日， 京东便开始了
全网预售，这一时间，较该品牌
原本11月1日的预售期提前了
14天。

油价
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