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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女士称，不仅是自己，迷
你冰淇淋也受到办公室同事们
的喜爱，“个头大约只有两个拇
指大小吧，分享给大家时，都觉
得新奇又乐于接受。” 一盒冰淇
淋，不一会就会被瓜分一空。

在开福区英祥春天小区附
近的便利店内，单个重量仅20
克，10支一盒的迷你甜筒，单
支重量不过46克，10支一盒的
雪糕被摆在冰柜较为显眼的位
置。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普
通装甜筒重量约为70克左右，
普通装雪糕则在80克左右。

店员称， 迷你款的冰淇淋
卖得不错，“有的是家长带孩子
来买， 也有不少年轻女性顾
客。”

最新公布的京东大数据显
示， 在该平台刚刚结束的冰淇
淋超级单品日中， 冰淇淋整体
成交额增长超过16倍，共卖出
400万支冰淇淋。 而在众多规
格的冰淇淋中， 迷你款最得吃
货们的心，如和路雪迷你梦龙、
迷你可爱多、 八喜冰淇淋小杯
组合装等商品均跻身冰淇淋销
量榜单前列。 上一周A股的表现， 可谓

惊心动魄。
7月13日，周一，沪指大涨

1.77%，势头一度直冲3500点，
周二开始调整回落， 随后3天
时间重新回落至3200点。全周
指数跌5%， 止步周线四连阳，
与前一周大涨7.31%形成鲜明
对比。

同时， 两市的成交额经过
周四暴跌之后，快速萎缩至1.1
万亿元左右，较此前的1.5万亿
成交额缩减了25%， 表明投资
者信心遇冷，观望情绪浓厚。

风险释放后， 本周大盘会
重拾升势吗？

万亿成交额或难以持续

从7月初期的狂飙到近日
突然降温，A股市场的表现让
不少投资人措手不及， 沪指先
是从7月1日的2991点狂飙至
最高3458点， 但在最近的几个
交易日却连连转阴，最终降至7
月17日收盘的3214点。

本轮A股反弹中， 成交量
持续放大成为重要推手。上周，
大盘在调整之中有所缩量，7月
17日沪深两市成交总额降至1.5
万亿元以下， 但仍有1.1万亿元
左右， 两市成交额连续12日突
破万亿元，持续处于高位。

记者注意到，本轮行情中，
沪市单日成交额峰值出现在7
月9日， 当天沪市成交7514亿
元。而在7月17日，沪市成交额
快速萎缩至4865亿元。 深市本
轮成交额峰值出现在7月14日，
当天成交9972亿元。 尽管沪深
成交额峰值不在同一天出现，
但其都对应了指数的阶段高

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量见
天价”。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大盘
调整， 两市持续万亿的成交额
很难持续， 后期很可能将逐步
降至万亿元以下， 这也是前期
市场震荡整理所维持的常量。

中报行情之下
多关注绩优股

急跌过后市场成交额萎
缩，市场将何去何从呢？记者梳
理券商的观点发现， 大部分券
商认为， 虽然A股短期出现调
整，但长期向好格局未变，投资
者对行情无需过度担忧。

长城证券认为， 目前市场
长期逻辑并未改变， 国内经济
保持恢复节奏， 企业盈利大概
率拐点已现，流动性拐点仍未
到来，监管和改革引领市场朝
长期健康的方向发展，短期市
场调整不改长期逻辑。展望后
市，在全市场估值中枢已经抬
升的当下，后续上涨节奏将趋
于平稳， 震荡向上的概率较
大。配置方面，目前A股已进入
中报业绩密集披露期，市场主
导因素将逐渐回归到公司业
绩上来。

此外，也有机构提醒，大盘
大幅回落， 一些利空因素正在
发酵， 包括机构资金减持金融
股、科技股；一批题材股短期累
计涨幅过大， 获利盘兑现压力
显现；大股东减持动作频频等。
短期来看， 一批前期大涨的题
材股已孕育了较大回吐风险，
市场如有反弹， 建议持有这类
题材股票的投资者逢高减持。

■记者 潘显璇

粮食肉类和
集成电路进口倍增
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
增长13.4%

本报7月19日讯 今日，记者从
长沙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湖南省
进出口总值2080.7亿元， 同比增长
13.4%。其中，出口1361.3亿元，增长
5.9%；进口719.4亿元，增长30.9%。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进出口保持增
长，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要出口产品。

从不同地区来看，上半年，湖南
省对东盟贸易额347.5亿元， 增长
39.6%； 对香港地区贸易额为246.8
亿元，下降10.8%；对欧盟贸易额为
229.5亿元，下降2.8%。

从出口产品类型来看，上半年，
湖南省出口机电产品595.2亿元，占
同期湖南省出口总值的43.7%；出口
高新技术产品176.5亿元，占13%。

从进口产品类型来看， 机电产
品为主要进口产品，铁矿砂、粮食等
大宗商品进口不同程度增长。 从具
体商品来看，进口集成电路130.9亿
元， 增长1.4倍； 进口铁矿砂81.4亿
元，增长8%；进口粮食125.5万吨，
增加2.2倍； 进口肉类32.8亿元，增
长2.2倍。

长沙海关分析认为， 随着湖南
省企业复工复产进入正轨， 省内进
口需求持续增长，钢铁企业、制造业
企业进口增长较快， 进口商品以处
理器及控制器、铁矿砂、铜矿砂、大
豆等大宗商品为主， 生产需求和消
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此外，长沙海关表示，上半年湖
南省跨境电商、 市场采购贸易进出
口额分别增长了6.9倍、2倍，成为稳
外贸的重要支撑。 ■记者 卜岚

迷你冰淇淋、迷你水果、迷你口红……“小”商品也有“钱途”

越小越畅销？ 迷你商品缘何迷住你
正式迈入三伏天，冰淇淋开始进入销售旺季。

“比较喜欢迷你款的，分量比较小，没有负担。”7月
16日一早， 长沙市民罗女士一面从外卖小哥手上接过
一盒迷你装冰淇淋，一面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表示。10支
一盒的冰淇淋，单支仅20克一支，这一重量不到普通冰
淇淋的三分之一，被称为“迷你装”。

今年夏天，五花八门的“迷你装”商品以较小的身材
俘获了大量消费者的心。诸如，容量仅正常规格一半的
迷你版唇彩， 重量不到正常规格三分之一的迷你版口
红，个头够不上普通品种一半的迷你苹果等纷纷占据了
货架上的主要位置。

迷你版商品，缘何能够迷住你？
■记者 朱蓉

【行情】 小个冰淇淋销量靠前

吃不完了多浪费。 一次吃
不完这么多。 还想试一下更多
新的口味……

采访中， 一部分消费者表
示， 更喜欢购买迷你装产品的
主要原因是可以避免购买常规
包装商品后经常出现的“吃不
完了浪费”的现象。而如彩妆等
商品的迷你套装购买者， 则更
多是希望花更少的钱， 能够购
买到更多不同颜色的产品。

一位快消行业业内人士对
三湘都市报记者表示，饮品、冰
淇淋等食品的迷你装， 是市场
需要产品定量促成的结果，消
费者更加理性， 如一次不能够
吃完正常规格的产品， 将原本

规格的产品拆成小份， 不仅更
便于储存和携带， 减轻消费者
的心理负担， 产品又不需要进
行新市场开拓，还能提高单价，
对商家而言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

可以注意到， 大部分迷你
装产品较少有单个出售， 更多
的则为多个打包后再进入市
场， 如迷你冰淇淋多为10支一
盒， 而迷你口红也多为2至3支
一套。

“如此一来， 对商家而言，
是在契合市场需求的前提下，
以相对高的单价出售了更多的
商品，何乐而不为？”上述业内
人士表示。

近年来受到市场热捧的彩
妆， 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市场对
“迷你装”的喜爱。

7月16日，包括阿玛尼、完
美日记、TOMFORD、 芭比波
朗等彩妆品牌均不约而同地推
出了迷你规格的口红及唇彩产
品。

在阿玛尼天猫官方旗舰
店，3.5毫升一支的迷你唇釉按
套装出售，3支不同色号构成一
套，售价520元。该品牌正常规格
唇釉为6.5毫升，售价为320元。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除TOM�FORD外，其余彩妆品
牌的迷你装产品均为多个颜色

成套销售，并未有单支出售的商
品。

而在绿叶水果湘雅路店，
5个一管包装出售的乐淇苹果
售价59元，其总重量约350克。
平均重量仅为70克左右的苹
果， 与店内其他品种的苹果相
较而言，身材也迷你了不少。

该店店员介绍， 乐淇苹果
如此迷你， 并非因为“发育不
良”，而是新西兰研发培育的迷
你品种，“让消费者能够一次轻
松吃完，没有负担。”

就连自上市以来一直为
300毫升的听装可乐、雪碧，都
推出了200毫升“迷你装”。

【商机】 口红、水果也推“迷你装”

【分析】 量小不浪费，消费更趋理性

沪指一周下跌5%，市场成交额骤降

风险释放，大盘“洗洗”后能否重拾升势

7月16日，罗女士在向三湘都市报记者展示她购买的迷你冰淇淋。 记者 朱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