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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谷雨数据统计，盲盒的
玩家多为18-35岁、月收入在
8000-20000元的女性或学生
群体。定位于年轻消费者，“盲
盒+”商业模式也正式开启，从
美妆到零食、 文具、 生鲜、图
书、文物、电影等等。

盲盒跨界正成为潮流。
毫无疑问， 这种商业模式也
带来了不少流量。“盲盒就是
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因
为神秘未知而充满了趣味
性， 因此也吸引了一大波消
费者入圈。” 业内人士指出，
获得感的不确定性， 也能大
大提高用户复购和消费黏
性。同时，盲盒包含了创新设
计和文化影响力， 是一种创

新的营销手段， 也让产品变
得更容易进入大众视野。

不过， 光鲜外衣之下，究
竟是否能值回票价？

“很多盲盒是由普通款和
隐藏款组成，但隐藏款是未知
的，这可能导致购置的产品品
控不过关、质量参差不齐。”该
业内人士指出， 在购买时，也
容易出现不理智消费行为，只
是图个新鲜，或存在为了收集
而大量反复消费的情况，“因
此， 在盲盒跨界模式开启之
时，如何在不确定与确定之间
寻找真正能够吸引用户的点，
提升产品的性价比，才是盲盒
突围的关键所在。”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张益滔

美妆盲盒火了，是“泡泡玛特”还是泡沫
商家纷纷进入赛道趣味美妆盲盒是否值回票价？业内人士：提升产品性价比是盲盒突围关键

本报4月4日讯 近日， 上交所
受理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三一重能”） 科创板上市申请。三
一重能主要从事风电机组的研发、
制造与销售， 风电场开发运营、提
供风电场代维与技术咨询服务等，
是全球风电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力争成为风电领域的三一重工。

去年前9月赚了近7亿元

三一重能成立于2008年4月，
前身为三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为
三一集团出资设立，目前公司注册
地位于北京。

三一集团是国内工程机械龙
头企业，创建于1989年，旗下有A
股上市公司三一重工、港股上市公
司三一国际以及在新三板挂牌的
三一学院。

记者注意到， 在招股书中，对

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表述，三一
重能直言将力争成为新能源行业
的“中国第一、世界品牌”，风电领
域的三一重工。 财务数据显示，
2017年至2019年， 公司分别实现
营收15.64亿元、10.35亿元、14.81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2.49亿元、
-3.38亿元、1.26亿元；2020年1月
-9月，公司实现营收50.36亿元，净
利润为6.79亿元。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统计，2020
年公司风机装机容量3.72GW，排
名全球第10位，其中陆上风电装机
容量排名全球第9位。国内方面，公
司2020年风机装机容量排名全国
第7位， 其中陆上风电装机容量排
名全国第6位。

股权结构方面， 三一重能共有
15名自然股东， 其中三一重工董事
长———湖南涟源人梁稳根拥有
56.74%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逾11亿募集将用于研发

作为冲刺科创板的企业，三一
重能的科研能力自然备受关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三一重
能共取得专利376项， 公司承担国
家级科研项目1项， 另承担省级科
研项目5项， 参与制定行业标准3
项，并于2020年获得北京市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

三一重能本次发行股数不超
过约3.3亿股，拟募资金额30.32亿
元。其中，11.74亿元用于新产品与
新技术开发项目，3.87亿元用于新
建大兆瓦风机整机生产线项目，
1.55亿元用于生产线升级改造项
目。 此外，1.51亿元用于风机后市
场工艺技术研发项目，1.65亿元用
于三一张家口风电产业园建设项
目，1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记者 潘显璇

“价格上比单买划算很多，也有机会认识到一些
小众牌子。” 市民周女士是个美妆盲盒的忠实粉丝，
她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表示， 相较于直接购买某款美
妆产品，她更喜欢趣味十足的盲盒，很享受盒子打开
一瞬间的兴奋。

近两年， 泡泡玛特盲盒玩具在市场掀起了一股
潮流，而如今这股盲盒风又进入了美妆市场，不少商
家纷纷推出盲盒产品，也一度热销。不过，美妆跨界
做盲盒是追逐新鲜感， 还是一个被低估的新细分市
场？盒子里的“干货”又是否能值回票价？

【走访】 3450元的美妆盲盒，仅十天就售罄

盲盒，因为盒子上没有标
注，打开才知道自己抽到了什
么。不确定的刺激会加强重复
决策，一时间成了让人上瘾的
存在。而如今盲盒+美妆CP的
出现，更是让不少女生颇为心
动。

日前，记者在位于长沙国
金中心店的丝芙兰专柜看到，
该门店内紫色心形盲盒仅剩
下最后一盒。 记者了解到，这
些盲盒从去年七夕开始发行，
每个店仅有几十套。

“这款销量很好， 售价为
199元， 短短一个月内就全部

售出。现在仅剩一盒，还是一
个买家退货后留下的。” 谈及
销量，该门店导购人员有些骄
傲地说。

同样， 在圣罗兰平和堂
店，美妆盲盒的人气也居高不
下。“早就卖完了，要盲盒估计
要等一阵子。” 门店导购人员
表示，以他们去年12月发售过
一款价格3450元的圣诞盲盒
为例， 盒内包含24件化妆品，
不仅有唇釉等小件，也包括限
定口红等大件化妆品，“当时
就有三十套盲盒，十天就全部
卖完。”

【行业】 盲盒热度不减，商家纷纷进入赛道

自2019年以来，盲盒人气
一直居高不下，市场规模也在
不断扩大。据华经产业研究院
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
年中国盲盒行业市场规模将
达到250亿元， 这也让不少商
家嗅到了商机。

为了试水盲盒市场，欧莱
雅推出了小美盒，每月都会持
续上新， 一般一盒里面会有
6-7款大牌明星单品试用装，
有时候还会推出九宫格设计
款系列，里面的产品一般包括
植村秀、兰蔻、科颜氏、赫莲
娜、YSL等大品牌， 在市场上

也一度引发热卖。
屈臣氏曾推出一个“惊喜

魔盒”新玩法，店里的黑卡会
员凭 66积分和绿卡会员凭
88的积分，就可以兑换一个魔
盒， 里面的东西是随机的，有
某些品牌的口红小样、爽肤水
乳液的试用装、有面膜等等。

去年“双11”前夕，调色师
推出的59.9元集装箱盲盒，包含
了卡婷、 库库韩等一些知名度
相对较小的国货。不止于此，祖
马龙、Dior、MAC、兰蔻、海蓝
之谜等都尝试过的“盲盒”式礼
盒，同样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

【观察】“盲盒+”商业模式开启，但不要忽略商品性价比

在长沙国金
中心店的丝芙兰
专柜看到， 该门
店内紫色心形盲
盒仅剩下最后一
盒。

记者卜岚 摄

9个月赚了近7亿，三一重能冲刺科创板
力争成为风电领域的三一重工

本报4月4日讯 近日， 易居研
究院发布了《2020年全国50城房价
收入比报告》，报告显示，全国50城
房价收入比均值为13.3，相比2018
年的13.7下降了3%，而且是近四年
来首次下降。深圳、三亚和上海房
价收入比最高，长沙、韶关和烟台
最低。其中，长沙的房价收入为6.2，
在50城中位列最后一名。

长沙房价收入比为6.2
在50城中排名垫底

房价收入比，是指家庭住房总
价与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通俗地说， 也就是举全家之力，多
少年的总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房。

房价收入比的高低， 反映的是
某个城市购房的难易程度， 也折射

出房地产行业的泡沫。 按照国际惯
例，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房价
收入比在3至6倍之间为合理区间。

从不同城市来看，2020年，50
城中深圳、三亚和上海房价收入比
最高， 长沙、 韶关和烟台最低。其
中，长沙房价收入比为6.2，在全国
50个典型城市中排名垫底。这也意
味着，一个处于平均收入的长沙城
镇居民家庭，不吃不喝6.2年可以买
一套普通住宅。

供应足、调控严等原因
导致收入比较低

为何各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
有如此明显差异？

“深圳和上海由于土地稀缺，
新增供应有限， 房价一直居高不

下,2020年疫情后货币宽松， 房价
涨幅均比较大。三亚是全国著名的
旅游城市，外地客户投资需求一直
较为旺盛，房价与本地居民收入的
关联性相对较小。” 易居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指出。

而从长沙来看，该负责人表示，
由于土地供应充足， 调控政策严厉
等原因， 长沙房价处于二线城市中
的较低水平， 使得长沙是50城中唯
一一个房价收入比低于7的城市。

今年收入比又将如何变化？业
内人士指出，2021年年初以来多个
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收紧，预
计50�城中的多数城市房价 涨幅还
将继续收窄。由于去年同期的低基
数，今年居民收入增速将大幅高于
去年。由此推算，预计2021年房价
收入比将下降。 ■记者 卜岚

去年50城房价收入比：长沙排名垫底
报告称：深圳、三亚、上海最高；长沙、韶关、烟台最低，其中长沙房价收入比为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