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6日讯 据省

商务厅监测， 上周湖南食

用油价仅微幅上涨， 标志

着去年11月底启动的此轮

恢复性上涨已趋于平稳，

目前食用油价格仍低于前

期高点及去年同期。

自去年11月份以来，

我省食用油价格经历了一

轮恢复性上涨。省商务厅监

测数据显示，2009年11月

16日，湖南食用油价格与前

一周持平，为12.55元/升，此

后食用油价格开始了连续

10周上涨，目前桶装食用油

零售均价为13.36元/升，周

涨幅为0.3%，10周总涨幅

为6.5%。

“目前湖南桶装食用油

零售均价比2008年12月份

时的最高价格14.14元/升，

仍低0.78元/升； 比2009年

初的13.61元/升，也仍然低

1.8%。”省商务厅专家分析：

“目前食用油周涨幅回落至

0.3%，尤其是菜籽油（13.18

元/升） 本周仅上涨0.08%、

调和油（12.41元/升）本周

仅上涨0.16%，说明上涨已

经趋向平稳。”

省商务厅分析，受近期

国际大豆期货价格回落、油

脂加工企业库存充足影响，

各大商家加大节日促销力

度，预计后期食用油价格上

涨空间有限。■记者谈金燕

本报1月26日讯 想创业么？来

长沙市雨花区湖南环科园吧，只要你

有好项目，厂房、贷款都帮你解决。今

年， 湖南环科园在去年推出的6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上，新增10万平方米的

标准厂房。同时，湖南环科园还提供

创业扶持政策，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体系、优质政府服务等，帮助中小企

业实现创业理想。

新增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2009年，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在湖

南环科园奠基，向中小企业提供6万平

方米的工业标准厂房。 作为长沙市第

一个产权式可按揭的工业标准厂房，

吸引了36家创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

业购买近4万平方米的厂房， 另有13

家企业采取租赁的方式进驻了环科园

投资4000多万元打造的创业中心。

环科园工委书记、主任杜旭飞介

绍，2010年湖南环科园将在已有6万

平方米工业标准厂房的基础上，再新

增10万平方米。企业购买工业标准厂

房可采取按揭的方式，从300平方米、

500平方米、800平方米三种不同“户

型”的厂房来选购。据介绍，标准厂方

的“户型”采用先进的模块式设计，可

自由组合， 最大可组合成2万平方米

的大型厂房。

为入驻企业帮忙贷款融资

在融资担保扶持上，贷款担保公

司为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下的区属中

小型企业（不含房地产企业）提供贷

款担保100万元以上用于生产经营

的，雨花区政府将按照当年以年期银

行贷款基准利率的10％给予担保公

司资金扶持。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一欣 李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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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日前从国美电器获悉， 长沙

市内10家门店以及包括常德、 浏阳、

湘潭等在内的二级地区的各大国美电

器成为三星2010年新款手机S5560C

的独家首销卖场。在该机首销日上，笔

者看到国美和府旗舰店三星手机柜台

前，挤满了前来购买和咨询的消费者。

据国美电器通讯科负责人介绍，

目前消费者购买该款手机可以加送

2G容量的内存卡以及原装电池，而

且目前售价仅为2288元。

据了解， 该款机型是三星公司

2010年的主打新产品， 凭借最新

Touch�wiz操作界面、支持WLAN高

速无线上网以及重力感应器等高性价

比， 目前已经成为长沙国美各大卖场

的热销产品。

随着新春促销活动让利力度逐渐

加大， 国美电器还在手机品类推出了

购买移动G3手机， 消费者可享受400

到800元不等的额外补贴。据悉，在手

机、数码、电脑等3C产品方面，国美电

器还推出了主打服务品牌“家安保”，使

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在厂家提供一年

或多年质保期满后， 国美电器将继续

对产品维修费用进行补偿服务， 具有

延长保修时间、维修费用为零的特点。

据国美电器和府旗舰店卖场工作

人员介绍，在门店，该款三星手机一经

上样出售， 其销售就一直居高不下，它

不仅拉动了手机相关配件的销售，而且

也极大地扩大了国美服务品牌的推广。

国美电器独家首销三星S5560C

———三星S5560C手机热销 促使国美升级产品成为宠儿

经济信息

众多品牌长沙降价销售

不可避免的是，消费能力一直位

于全国前列的长沙也成了洗衣液开

打的主战场，不过这对消费者而言却

是极大的利好。

“原价20.3元/kg的奥妙洗衣液

现在只要13.9元”，“蓝月亮2L装洗衣

液只要39.5元”，25日上午，家住袁家

岭的傅小姐在长沙市家乐福芙蓉店

购买洗衣液时，虽然被各种各样的促

销弄花了眼，但她依然开心：“只有这

样，消费者才能得到实惠，以前的价

格也卖得太贵了。”

“目前， 蓝月亮正在全国掀起一

场声势浩大的降价促销活动。”26日

上午，蓝月亮湖南省销售经理周荣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旗下全线洗衣液

产品正半价促销。

比蓝月亮更早一步，联合利华以

低于同行30%的低价战略悄然进军

洗衣液市场。 而不久前立白更是放

言:“要做洗衣液市场的冠军。”

与奥妙和蓝月亮的大肆促销相

比，李嘉诚在内地涉足的日化产品和

黄白猫牌洗衣液则没那么“滑头”，他

干脆把原价就定为13元/kg，低于其

它同类产品一半以上。

洗衣液高利润时代成为过去

“其实， 现在的价格还没到底。”

有业内人士坦言：目前生产洗衣粉的

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毛利润率不超过

20%，而洗衣液等高端产品的毛利润

率却达到30%以上。

而一直在常德桥南大市场经营

日用品批发的张颖却认为洗衣液的

利润不止这么高。张颖表示，据她所

知，某品牌洗衣液的毛利达到70%。

周荣表示，就他了解，与洗衣粉

的成本相比，洗衣液在配方、原材料、

营运上的花销更高。不过随着市场占

有率的提升，“总量上去、 单价下来”

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高利润的驱动，也让抢占洗衣

液“蛋糕”的企业越来越多，蓝月亮、

联合利华、上海和黄白猫等日化巨头

纷纷参战，而日前有媒体报道，拥有

汰渍、碧浪等洗衣粉品牌的宝洁也可

能提前实施洗衣液计划。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 只会让

洗衣液的价格越来越低。” 业内人士

表示， 洗衣液的高利润时代已经过

去，当前各品牌争夺的是市场渗透率

的高低。在价格战的刺激下，明年洗

衣液市场仍存降价空间。

“液时代”成未来发展趋势

越来越低的价格，让洗衣液逐渐

脱掉了“贵族”的外衣。

在家乐福超市购买洗衣液的傅

小姐向记者表示：“我现在洗衣服基

本上都是用洗衣液，不仅实惠还不伤

衣服。”乍一看，洗衣粉更便宜。不过

仔细算算就知道里头还有内容。傅小

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款550克的

洗衣粉售价5元左右， 现在用的这瓶

蓝月亮洗衣液2kg售价28.9元。 洗衣

机一筒衣服大概需要40g洗衣粉，洗

衣液大概需要30g，550克洗衣粉可

以使用14次， 每次成本约0.36元。而

洗衣液以瓶盖为量杯，2kg可以使用

66次，每次也才0.43元。傅小姐继续

补充道：“洗衣液比洗衣粉用的水

少。”这样算来，用洗衣液洗衣的费用

还可以再省一些。

不过， 除了终端消费需求生变

等外在动因外， 利润空间也成为洗

涤行业选择洗衣液的主因。 洗衣粉

的价格已经基本透明， 洗衣液在价

格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周荣告诉

记者， 洗衣液市场已经成为洗涤行

业的新利润增长点， 市场前景值得

期待。

高利润吸引日化巨头高举降价旗纷抢“蛋糕”

洗衣液脱掉“贵族”外衣

本报1月26日讯 本周

起，长沙市各大旅行社的春

节国内游产品全线上架。据

旅行社方面反映，今年春节

市民的出游热情前所未有

地高涨，海南、云南等传统

游线刚一面市就几近爆满；

倒是一些新推出的线路还

有部分名额可供选择。

“春节档”海南游最热

今年的冬季旅游，海南

三亚再次成为国内游最热

门的目的地。从元旦前就计

划着要报名参加春节海南

游的长沙市民张小姐一看

宣传资料，有点傻眼———海

南纯玩5日游今年报价普遍

在4000元以上， 比往年高

了两成多。 可她稍作犹豫，

次日再问就懊悔不已：发团

计划已经报满。

湖南中青旅市场部负

责人称，随着春节的临近，

今年国内游价格开始水涨

船高， 其中最热门的线路

是海岛度假胜地三亚，上

周五刚上架， 目前已经满

员。 而华天国旅市场部人

员也表示，从今年1月份以

来， 三亚旅游预定价格出

现多级跳 ， 最低价格从

1000多元涨到3000多元，

“纯玩游 ” 报价更涨至

4000元以上，预计至少从

2月20日开始才会陆续有

所下调。

新游线扎堆亮相

对此， 本地旅行社纷

纷开发设计新线路， 以弥

补海南游“过热”导致的市

场失衡。 如定价2660元的

湖南中青旅“厦门鼓浪屿/

南靖土楼/云水谣双飞五

日游”大年初二出发，参观

闽南特色民居南靖土楼，

以及电影《云水谣》、《鲁冰

花》拍摄地云水谣古镇，体

验民俗风情的“年味”。

新康辉国旅更是一口

气推出了3大类近10条全

新线路在春节期间发团。

如“南宁、 越南双飞六日

游” 报价2950元， 无需护

照， 仅凭身份证就可以从

广西凭祥出境，更方便、快

捷、便宜；随着武广客运专

线的开通， 旅行社还推出

了5条全新高铁广东游线

路，报价从1800元至2300

元不等，将茂名放鸡岛、开

平碉楼等一些湖南人并不

熟悉的广东景点景区囊括

其中， 带来不一样的春节

游体验。 ■记者 谭斯亮

上架3天，海南游就爆满

今年春节国内游线路大“秀”新鲜

食用油此轮上涨趋向平稳

比历史高点低0.78元每升

湖南环科园增加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想创业？ 厂房、贷款都帮你解决

1月26日，长沙市芙蓉路某超市，市民正在选购洗涤用品（洗液）。记者 童迪 摄

1月26日，长沙某旅行社，贴出各条旅游线路

的优惠活动。 记者 武席同 摄

历史总是惊

人的相似。 当国

内日化巨头争相

生产洗衣粉，大

打价格战时， 他们没想到，

有一天，他们也会为了洗衣

液而大打“价格肉搏战”。

一位长期关注该行业

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

日化巨头陆续参战，国内洗

衣液市场将迎来一场激战，

价格战将率先掀起序幕。

■记者 刘玲玲 实习生 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