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6日，长沙市营盘路留香花艺花店，年轻的店老板刘女士正在准备鲜花。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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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能卖多少花心里没底

刘艳是个年轻的花店老板，

在长沙市营盘路省中医附二附

近开了一家花店，名叫“留香花

艺”。

往年这个时候， 她最兴奋，

情人节前后， 花店的生意非常

好，甚至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

有。可今年的情人节前，她很紧

张。

“情人节当天， 刚好是大年

初一。”张艳有些苦恼地说，花店

开了3年多，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事情，心里特别没有底。

刘艳还说，情人节和春节重

合， 以前也经历过。2007年情人

节是腊月二十七，2008年情人节

是正月初八， 虽然也在春节期

间， 但买花的主力军都在长沙，

生意没受影响， 一般都能卖出

200多束鲜花。 但今年情况太特

殊了，情人节居然碰上了大年初

一，这让她不知道这笔生意该怎

么做，请多少兼职？进多少鲜花？

这些都是要根据生意量来计算

的。

难以预测的购买力，让刘艳

很焦虑。

歇业与否还很矛盾

事实上，长沙花店的老板们

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有人觉得都回家过年了，生

意会受很大影响；有人觉得影响

不是很大，毕竟春节期间买节节

高等植物的人也有很多；更有甚

者，认为双节凑在一起，生意应

该会更好。

同行意见不统一， 张艳心

里更没底， 加上父母都劝她回

家过年。刘艳虽然纠结了很久，

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大年初一留

在长沙做生意。 而往年大年初

一前一周， 她就自己放假回老

家娄底过春节去了。“2月14日

当天的鲜花销售量下降是必然

的，但还是会有很多情侣提前预

订，到时候，再根据预订量决定

进货量吧，不敢像往年那样放肆

进货。”

刘艳说，“毕竟是第一次遇

到这种情况，估计很多年轻人还

没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有人可

能选择提前送鲜花和礼物，也有

人可能会节后回来补。但既然大

年初一都留下做生意，肯定要认

真准备，2010年的情人节花束

里，我会加入一些中国结之类的

喜庆元素，会很好看。”

部分花店挖空心思应对

就在长沙多数花店为今年

情人节伤透脑筋的同时，也有花

艺连锁机构充满信心。

“来客数量减少带来的损

失， 可通过挖掘潜力市场来弥

补。” 都市花乡花艺连锁机构副

总经理张文告诉记者，往年情人

节当天，都市花乡20家花店能销

售十几万枝鲜花，今年情人节碰

上大年初一，情况特殊，但他们

已准备得相当充分，预计今年营

业额还会相应增加。

据了解，为了应对今年特殊

的情人节，一个月前，都市花乡

解放东路夜间订花店开张，春节

期间将24小时营业。“另外，下周

起， 我们将和快乐886购物电台

合作，销售情人鲜花卡，凭卡可

随时来店内选购鲜花。”张文说，

“来客少了， 但从一个顾客身上

可以挖掘出两个甚至三个顾客

的市场潜力”。为此，都市花乡等

花艺连锁机构今年在店内将销

售除鲜花外的很多其他情人节

礼品。

权威人士25日透露， 业界

期待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出

台时间可能延后，预计至少要等

到春节之后方能出台。目前该规

划的最新修改版本尚未上报国

务院，仍在国家发改委层面进行

审定，原因是新能源产业发展速

度超过此前预计，有关部门不得

不对该规划原草案所提出的

2020年新能源装机容量等发展

目标进行调整，甚至个别发展目

标将有所提高。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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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情人节遇上春节”系列报道①

今年2月14日，既是情人

节也是大年初一。 同样的巧

合要追溯到 57年前的 1953

年。这对热恋中的情侣来说，

今年2月14日的双重属性无

疑让他们很“纠结”：究竟是

陪家人走亲访友， 还是和恋

人独享甜蜜世界？

其实， 比情侣们更纠结

的是商家， 有些花店老板还

在考虑， 那一天是否应该营

业。从今日起，本报将先后深

入酒店、商场、电影院、酒吧、

KTV等行业， 看看他们是否

准备好了。

57年来，花店老板头次很没底

公元三世纪，罗马战乱，

男人必须服役打仗， 不能结

婚。可战争阻挡不了爱情，青

年男女私下约会， 爱的火焰

四处蔓延。 有一位善良的牧

师， 悄悄地为找到真爱的青

年男女举行婚礼， 消息不胫

而走。牧师在2月14日被统治

者杀害，后人为了纪念他，把

这天称为”情人节”。

■记者 刘玲玲 整理

情人节来历

每年的情人节，无论走到哪里，总会闻到玫瑰花和巧克力的香味。只不过，今年的情人

节正好是大年初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来说，2月14日的双重属性无疑让他们很“纠结”：究竟

是陪家人走亲访友，还是和恋人独享甜蜜世界？

这是57年来中西节日首次大碰撞。本报联手湖南在线、华声论坛特别推出“当情人节遇

上春节”系列报道，同时在http://bbs.voc.com.cn（华声论坛）、 http://hunan.voc.com.cn（湖南

在线）上同步推出网络调查，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你们，理想中的过法是怎样的呢？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好的建议，也可以拨打电

话0731———84329834，或发邮件到rmrbllling@126.com。

本报联手湖南在线推出网络调查

本报1月26日讯 今天举行

的大河西先导区银企座谈会

上， 省会12家银行与先导区城

市资源运营商———先导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控

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9年，长沙先导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加大与省内各大金

融机构合作， 获得银行融资支

持突破100亿元！” 先导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融投资，顺利

启动了滨江新城片区、 洋湖垸

片区的规划设计和潇湘北大道

等骨干路网建设， 全年完成投

资过100亿，创造了令人称奇的

“先导速度”。

2010年， 先导控股将力争

完成投资100亿元， 为先导区

“两型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资

金保障。 除了加大与省会各大

银行的合作外， 还将实施以全

球资本市场为支撑的创新性股

权融资策略， 同步展开立足两

型产业、 低碳经济的行业整合

与并购， 构建先导区的大资本

循环体系等。

■记者 王文 实习生 黄坚 姜婷

“先导控股” 与12家

银行建立伙伴关系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世界品牌成功

之路———海尔洗衣机全球销量第

一的启示”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

来自中国家电协会、 中国质量协

会、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环保产

业协会、 国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等单位的专家与会。 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

兴洲表示，“中国企业要想走出

去， 需要借鉴很多国内外成功企

业的先进经验。 海尔洗衣机只是

一个缩影， 在海尔洗衣机取得全

球第一的背后显现的是中国企业

走出国门， 建立全球品牌的信心

和实力。”

知名经济学者胡泳认为，当前

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在不断提高，

这也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一个飞速

发展的大平台，同时很多中国企业

也开始面临转型的巨大挑战。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秘书长

郝淳认为，环保应是中国制造企业

在全球化过程中格外重视的问题。

海尔洗衣机在很多环保标准和节

能设计层面都占据了优势，这是能

在海外市场成功的一个重要先决

条件。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武

高汉则认为，以产品创新来迎合消

费者需求是必然趋势，中国企业必

须加强自主创新，才能在全球洗衣

机行业占领制高点，赢得消费者和

市场。

相关信息显示，世界知名消费

市场 研究 机 构 欧 洲 透 视 (Eu-

romonitor)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海

尔洗衣机以8．4%的全球市场占有

率位居行业首位。

创造世界品牌是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必由之路

经济信息

往年的情人节，最高

兴的人，除了情侣要数花

店老板，那是一年中鲜花

卖得最火的时候。

然而，今年的情况却

让他们头疼，情人节当天

是大年初一。1月26日上

午，记者在长沙市内采访

了几家花店老板，他们都

有相同的烦恼：这个情人

节该请多少兼职？要进多

少鲜花？ 他们心里真没

底。

■记者未晓芳实习生傅筱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