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日下午，在长沙市荷花池巷一家水果店，消费者王小姐挑了4个红富

士苹果，花了13.8元。她感叹道：“快吃不起苹果了。”随后，记者走访发现，

最近苹果的价格比一些进口水果还要贵。

在蔡锷北路的家之福水果超市，记者看到，精品富士王6.48元/斤，水晶富

士8.8元/斤。而美国加力苹果也才6元/斤。“个小的苹果都要5元一斤，”王小姐

说，在她印象里，这样的苹果往常都在3元左右。

超市总经理郭秋红告诉记者，去年苹果卖得好，今年陈货少，货源十分

紧张，一个月来价格涨了3成。

对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人来说，

最关心的莫过于是否保证本金、收

益率等问题。近期由于监管部门叫

停银信合作产品，投资票据、债券、

货币市场的风险较低，超短期理财

产品接棒成为投资热点，除了稳健

性和高流动性，如今招商银行又为

该种热销产品贴上了低碳的标签。

7月30日， 招商银行发布首只绿色

文明生态理财产品———“金葵花”

安心回报系列之生态文明特别理

财计划。

据悉，招商银行此次推出的首

只绿色文明生态理财产品———金

葵花“安心回报系列之生态文明特

别理财计划”，期限14天，预计年化

收益率1.75%（7天通知存款收益率

仅为1.35%）。据了解，通过对理财

项下资金的运作，该产品实际年化

收益率可达3.2%左右。高出客户收

益部分将接受客户委托，通过北京

环境交易所碳交易平台购买二氧

化碳排放抵偿额度，实现客户绿色

环保的个性化需求。

投资者每认购单位（人民币五

万元）的产品就可以实现减排一吨

二氧化碳的目标。客户除可以在北

京环境交易所网站数据库建立及

登录个人绿色档案查询个人减排

贡献外，还可在产品到期后按需领

取“招商银行绿色生态文明护照”

作为纪念，并获得国际标准的减排

标志。

业内人士分析，虽然目前低碳

概念理财产品正在兴起，市场也早

已有看好低碳行业的成长性的理

财产品，但投资者对投资标的如对

水资源、二氧化碳减排等走势要有

大致判断, 才能做到稳健理财，心

中有数。而招商银行提供的这种产

品不仅保本保收益，而且可以帮助

投资人轻松实现低碳环保的目标，

可谓一举两得。

招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08

年，招商银行就持续开展理财公益

行活动，率先推出了与减灾相关的

理财产品。 本着发展绿色金融创

新、 持续开展理财公益行的理念，

本次招行又推出了与减低二氧化

碳排放关联的理财产品。通过此类

产品的发行，既满足了客户理财需

求，又与客户分享了招商银行绿色

金融理念，体现了招商银行关爱社

会、绿色环保的公益形象，展现了

招行携手客户共创绿色生态文明

家园的决心。

■胡冉华

财经·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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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28元的洋槐蜜涨了20元

8月23日中午，在长沙市五一

大道附近一家公司上班的胡小姐

来到明园蜂业买蜂蜜。

刚走进去， 眼睛就习惯性地

瞄上了她常买的益母草蜂蜜。伸

手去拿时却发现，标价成了34元。

“美女，价格标错了吧？”胡

小姐自信地问。 她喝明园的益

母草蜂蜜3年多了，价格一直是

25元， 她用会员卡打折后只要

23.7元。

“我们的蜂蜜7月开始统一

调价了， 益母草蜂蜜现在确实

是34元。”售货员回答道。

下午，记者走访长沙市场发

现，明园、神农氏、大围山等品

牌蜂蜜全线涨价了， 平均涨幅

30%。 记者发现， 有的涨幅高达

70%，如：明园450g装的洋槐蜜，

原价28元，现价48元。

【原因】原蜜减产，涨价100%

说到蜂蜜涨价， 明园蜂业董

事长刘家银也是一肚子苦水，“涨

价实在是无奈之举。”

据他介绍，今年年初以来，原

蜜价格一路飙升， 成本上涨了

60%以上。 洋槐蜜价格几乎比去

年翻了一番，每吨高达2.5~2.8万

元，创造了2006年以来的新高。

原蜜成本上涨和天气有关。

刘家银告诉记者， 今年前期温度

偏低，影响了蜜蜂的繁殖。加上洋

槐、油菜等农作物受了影响，原蜜

产量大幅下降。

除了原蜜成本外， 运输、仓

储、人力等成本也都在上涨。蜜

蜂哥哥董事长何国华说， 蜂农

的人力成本从40元/天，涨至80

元/天，翻了一倍。

【行业】低价蜂蜜可能是假货

此次原蜜涨价， 对湖南蜂蜜行

业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尽管说成本上涨， 但部分消费

者还是不理解。涨价一个月来，明园

蜂蜜的销量下滑10%左右。

刘家银说，“不提价不一定是

好事， 一些蜂农和商家会造假蜜

赚钱， 部分消费者也会选择价低

的假蜜。”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长沙

市场上约60%的蜂蜜都是假蜂蜜。

“假蜜以淀粉和果葡糖浆作为原

料，成本很低，这个时候，不少企业

很可能会铤而走险。”刘家银说。

招商银行发布首只绿色文明生态理财产品

本报8月23日讯 8月

15日起， 加拿大作为中国

公民指定旅游目的地国

家， 正式向广大中国游客

开放。由北京、上海、广州

三地381名游客组成的首

发团日前已启程赴加，但

本地居民赴加拿大旅游可

能还需时日才能实现。

新康辉国旅、 华天国

旅、湖南中青旅、湖南海外

等长沙多家旅游社提供的

信息显示， 目前我省居民

赴北美旅游的路线以美国

为主 ， 报价在 11000元

-23000元不等，其中只有

个别16天超长线路安排了

2天的加拿大行程，专门针

对加拿大开发的游线暂时

没有上市。 ■记者 谭斯亮

湘人暂缓游加拿大

本报8月23日讯 “中

国恒好－迎世博纪念品全

球华人设计大奖赛” 近日

揭晓， 湖南作品喜获七项

大奖。 这是湖南工艺美术

精品继1915年美国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近

100年后，在世博会上又为

湖南捧回的世博大奖。

世博会“艺萃馆”湖南

参展企业向大赛组委会选

送了湘绣、釉下五彩瓷器、

菊花石三大类共15件参赛

作品， 共获得3个单项大

奖、3个“优秀作品奖”。其

中，省湘绣所选送的《经天

纬地，和平中国》获“最佳

刺绣艺术奖”，《凤舞吉祥》

获“优秀艺术设计奖”，《湘

绣瓦当系列》获“优秀设计

工艺奖”。省工艺美术馆选

送的菊花石雕《城市·女

人·花》、 长沙美伦湘绣公

司选送的湘绣 《虎娃送

福》、《祥龙迎宾》获“优秀

作品奖”。 ■记者 谈金燕

通讯员 杨能团

湖湘艺萃世博获奖

一瓶爽肤水上千元， 一瓶面

霜5000多元……

对于女人来说， 年龄是绝对

的秘密。只要护肤品效果好，大部

分女人不吝一掷千金。记者发现，

长沙上千元的面霜很多柜台甚

至出现了缺货、提前预订的状况。

面霜千元也很俏

8月23日，新世界百货、王府

井百货、平和堂商场以及百联东

方的各大化妆品专柜，很多国际

大品牌的50ml装面霜基本上都

在千元以上， 高的甚至上万元，

但如此高价丝毫不减面霜的畅

销度。

平和堂百货Dior专柜的美

容顾问潘波告诉记者：“店内上千

元的面霜有8种， 价格在1080至

3200元不等，最贵的一款凝世金

颜面霜卖3200元。”

“店内的面霜基本上都是千

元以上，贵的上万。”平和堂娇兰

专柜的美容顾问喻丽琼介绍。

在记者采访的迪奥、SK-II、

娇兰等一些国际大品牌中，千元

以上的面霜加起来不少于二十

几种。

部分商品断货

“现在是初秋季节， 正是换

季护肤的好时节，因此，我们这

千元以上的面霜卖得非常好。”

潘波向记者介绍，店里1080元的

系列面霜已经断货，还有些顾客

提前预订。

在百联东方大厦， 一些国际

大牌面霜也相当“吃香 ”。在

CLARINS专柜， 仅11点20分至

11点30分10分钟时间内， 就有4

位顾客打听售价1080元的花样

年华晚安霜。

导购员介绍， 这款面霜是该专

柜的王牌产品， 很多顾客都是在熟

人的推荐下慕名前来购买。

顾客都是“阔太太”

“价格是比较贵，但是效果好，因

此，很多阔太太为了保持年轻的肌肤

都不惜花重金。”喻丽琼告诉记者。

从事化妆品行业已有五六年的

潘波，看法也和喻丽琼一样。

“虽然面霜价格不低，但是卖得

很火， 基本上都是一些贵妇和高端

人士前来购买。”潘波透露，她们通

常只问效果，不顾价格。

据悉，这些化妆品专柜，一天可

以卖出好几款上千元的面霜。

“30岁以上的人购买比较多，现

在高价位的护肤品不是说都是年纪

大、有消费能力的人才会买，一些年

轻女孩子也会选购。”喻丽琼说。

■记者 刘玲玲实习生吴林刘珊珊

长沙蜂蜜卖疯了

涨价幅度最高达70%

购千元面霜不心疼

长沙女人买疯了

本报8月22日讯 8月

25日， 深航将到湖南长沙

招聘空中乘务员，据了解，

招聘均只限湖南户籍人员

报名， 且只接受本人亲自

到现场报名。 此次招聘人

员有年龄限制， 其中大专

学历人员须1987年1月1日

后出生， 本科学历人员年

龄须1986年1月1日后出

生。 应聘者可带齐材料到

长沙芙蓉华天大酒店报名

即可。 ■记者 朱玉文

深航本周赴湘招乘

8月23,长沙，450g装柑桔蜜从21元/瓶涨至28元。记者武席同实习生尹瑾欢 摄

■记者 未晓芳 实习生 刘珊珊

逛

晓芳

市场

电话：0731-84329834

邮箱：wxf870214@163.com

继清热解毒的绿豆之

后，长沙蜂蜜、苹果也纷纷

涨价。

8月23日，长沙市场上

蜂蜜全线上涨30%左右，

最高涨幅高达70%。 而苹

果也由于陈货少，一个月来，价格也上调30%左右。市民王

小姐感叹道，“现在不但粮油涨价，连减肥的蜂蜜、苹果也

快吃不起了。”

陈货少，苹果贵了3成

为了容颜永驻， 长沙女性对千

元面霜不吝一掷千金。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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