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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囤美食好帮手，家用冰柜俏了
调查：小型冰柜更受消费者喜欢 提醒：购年货需擦亮你的双眼

本报1月3日讯 今日，长
沙迎来2020年首场土地拍卖。
9位买家， 经过35轮激烈竞价
后， 最终岳麓区118号地块被
湖南梦想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竞得。住宅（毛坯）销售均价不
超过9200元/平方米， 溢价率
为34%，这也是2020年长沙首
宗出让的限价地。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显示，[2019]长沙市118
号地块，位于长沙市岳麓区东
方红路与千灯路交汇处东北
角。 出让面积为89955.61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用
地（R2、B1），建筑控制高度36
米，起始价为51071万元，住宅
（毛坯） 销售均价不超过9200
元/平方米。

该宗地地理位置较为优
越，南临尖山湖公园，靠近长
株潭城际铁路麓谷站。不过出
让条件较为严格，规定项目建

设须符合安居型住宅管理有关
要求，144平方米以下的住宅
户型不少于60%， 优先首套刚
需群体购买；竞得人按相关文
件落实配建配套义务教育学校
和幼儿园的义务。

最终经过35笔出价，该地
块由湖南梦想置业开发有限
公司以68411万元摘得， 溢价
率34%， 成交楼面价4421元/
平。

同时，[2019]望城区037号
地块也于今日出嫁。 该地块位
于金山桥街道附近， 起始价为
人民币26466万元， 土地交易
最高限价32543万元。据了解，
该地块共有 7位买家参与竞
价。最终，经24笔出价后该地
块到达土地交易最高限价
32543万元， 遭遇熔断，1月14
日将在长沙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进行现场摇号确定最终竞得
者。 ■记者 卜岚

春节近，年货俏！年货采购
季将至， 人们也将开始忙着采
购年货。那么，商场和超市的年
货促销“陷阱”你可知？这些促
销“攻心计”请小心。选好年货
请牢记这几点：

1.列一份购物清单
出门购年货要事先计划

好，最好列出购买清单，这样就
不会出现忘记买或者多买以及
少买的情况了。

2.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消费者应尽量选择正规厂

商生产的产品， 到超市及正规
市场合法经营的商家购买。网
上买年货一定要注意商家的信
用问题、产品售后服务问题、产
品本身质量问题等。

3.擦亮双眼，提防商家“低
标高结”

留心商家广告促销价格、
价签标示价格和结账价格，发
现虚构原价、 低标高结等违法
行为， 保存好当时货架标签价
格、小票等证据，向当地有关部
门投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马上要过年了，冰箱放东西少，有个小冰柜能
放很多东西。很喜欢。”临近春节，囤货的节奏开始
了。记者走访长沙市场发现，因为不少家庭会购买许
多生鲜肉类食品过年，近期，冰柜的销
量明显上升了。 ■见习记者 周可

2019年已经收官， 回顾过去一
年， 上证指数从年初的2465.29点先
扬后抑，最后定格在阶段性高点3050
点 。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但在震
荡市中， 融通中国风1号净值屡创新
高，让中长期持有的客户从年初甜到
了年尾， 全年既有丰厚的绝对收益，
又有明显的超额收益。

据银河证券统计， 全年下来，融
通中国风1号净值上涨84.68%（同期
业绩比较基准上涨18.01%）， 在440
只灵活配置型基金 （股票上下限
0-95%+基准股票比例30%-60%）
中，排名第4；融通中国风1号最近三
年业绩回报为71.70%（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上涨14%），在206只同类基金中
位居第7名。 经济信息

经过35轮激烈竞价
销售均价不超过9200元/平方米
新年长沙首宗限价地定主

融通中国风1号全年领涨！
明年布局策略曝光

购买年货需擦亮双眼

3日下午，记者来到长沙
通程电器伍家岭旗舰店。该
商场三层美的、 海尔两家冰
箱店内均有家用冰柜， 分为
立式和卧式两种。 美的店内
主推的家用卧式冰柜分为98
升和158升两种规格，海尔店
内则陈列了7台卧式冰柜及
一台立式冰柜，容积从102升
到180升不等。

“卧式冰柜内部不分层，
采用直冷技术。 立式冰柜内
部有分层，拿取食物更方便，
而且采用风冷技术不会结
霜。”海尔冰箱通程电器伍家
岭店销售员何丽说，“这款型
号为BD-152WG，容积152L
的立式冰柜销量最好， 仅上
个月就卖出去8台，其中有两

个顾客等不及了直接购买了
样机。”何丽所说的这台立式
冰柜内部分为五层， 最深的
一层高度超过30厘米， 可以
放进大块排骨， 最上方还配
有一个可铺放饺子的抽拉
盘。

而在美的店内，销量最好
的则是容积98升的小冰柜，
仅80厘米高，宽61厘米，厚度
也才52厘米， 内部设有一个
储物盒。不仅体积较小，价格
也十分优惠，仅售1299元，是
该商场内售价最低的一款家
用冰柜。据了解，自2019年11
月以来， 通程电器伍家岭店
及通程电器富兴店内家用冰
柜的销量均呈现增多的趋
势。

大品牌推出家用冰柜，多种容积供君选择商场

相较于线下实体店，线上
可供选择的家用冰柜型号更
多。记者在京东、苏宁易购、淘
宝等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家
用冰柜”发现，除美的、海尔
外，美菱、荣事达、澳柯玛、容
声、志高、康佳等多个品牌也
推出了家用冰柜产品，且容积
在100升左右的冰柜销量最
高。

例如海尔推出一款容积
102 升 ， 型 号 为
BC/BD-102HT的卧式冰柜，
在京东平台上自2014年上市
至今的累计销量超22万台，
海尔淘宝官方旗舰店内该款
商品本月销量也已超 2600

台。而在淘宝平台上，本月销
量前7的冰柜均为100升左右
的小冰柜，价格均不超过800
元，最低仅售398元。相比实
体店内不低于 1000元的价
格，线上冰柜的价格更优惠，
且均包含送货上门服务和全
国售后。

购买家用冰柜不仅是春
节的需求。近年来，家用冰柜
产量、 销量都呈现上升的趋
势。据中商产业研究院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11
月 全 国 家 用 冰 柜 产 量 为
1760.7万台， 同比增长20%，
其中11月全国家用冰柜产量
为178万台，同比增长27.5%。

小型冰柜价更低，更受消费者喜欢电商

“我买冰柜是因为有一年
春节前亲戚从老家来， 猪肉、
牛肉、鸡鸭带了好多，家里冰
箱根本放不下。” 长沙市民范
女士几年前就购买了一台卧
式冰柜，“当时逛了两三家电
器城才找到家用冰柜，而且都
只有卧式的。”此后，这个冰柜
一直在她家发挥着作用，老家
的鲜肉、土鸡土鸭，自己采购
的食物，都可以“敞开怀”拿到
家里了。最近，她准备换一台
分层功能更多、拿取食物更方
便的立式冰柜。

和范女士一样，大容量的
冷冻收藏是很多购买者看重
的。“满意，容积挺大的，快过年

了， 这回不愁东西没地方放
了。”“要过年了，家里准备了很
多年货，装不下了，想给爸妈买
点东西尽尽孝道，容量很大，爸
妈心里很高兴。” 在线上平台，
消费者说出了他们购买的理
由。

冰柜“术业有专攻”的冷
冻效果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据介绍， 冰柜通常可以达到
-24℃ ， 最 低 甚 至 可 以 到
-40℃。范女士对家里的冰柜
很满意：“急冻功能确实不
错， 把东西放满冰柜效果都
不差。”网上有用户更是这样
写道：“爱海鲜的爱肉的朋友
真该买一个！囤食物好手！”

放得多冷冻效果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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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
某电器商城
内卧式家用
冰柜成热销
商品。

见习记者
周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