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本报4月18日讯 四月春风拂面，
基金发行却遭遇“雨打芭蕉”。三湘都市
报记者注意到， 年后基金赚钱效应大
减，投资者认购情绪低落，新基金的发
行大幅降温，今年已有70余只基金延长
了募集期，8只基金发行失败。

4月16日， 中融鑫锐精选一年持有
混合基金发布公告，原定募集期为2021
年3月24日-4月16日，现决定将募集期
延长至2021年6月23日。 从开售前期相
关公告来看，中融鑫锐精选一年持有混
合预想的是在不到一个月内完成募集，
但近期销售市场持续遇冷，该基金直接
将募集期延长至3个月。

新基金发行延期并非个例。4月15
日， 平安稳健养老一年和九泰久惠A均
公告延长募集期。

同时，新基金发行失败的案例也屡
屡出现。4月14日， 中融基金发布公告
称，旗下中融安泰一年持有债券基金的
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该基金自1月13日
开始发行，截止4月12日基金募集结束，
未能满足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备案
条件（即发行期3个月内，基金募集份额
总额不少于2亿份， 且基金认购人数不
少于200人），故而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4月17日，今年
已有70多只基金发布公告延长募集期，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50%；8只新
基金遭遇发行失败，其中偏股票型的权
益类基金占了大部分。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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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经济”来袭，国货香水要爆发？
长沙一门店一款定制香水卖断货 酒企泸州老窖跨界玩香水也尝到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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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在位于长沙市
黄兴中路附近的香遇沙龙香
水调香室，门店内摆放着一排
排精致的香水瓶，有不少消费
者正在量身定制香水。

“店里所有的香水大多是
国产香水， 可根据需要自调，
购买人群以二十多岁的年轻
人居多”。 见记者有些犹豫不
决， 一位店员上前介绍说，该
店销量最好的两款是“桃花
运”和“青梅煮雨”，每50毫升
240元， 每100毫升360元，卖
得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
5-6瓶。

位于长沙国金中心五楼
的RECLASSIFIED调香室，
该店内所有的香水均为国产。
销售员告诉记者，店内销量最
好的一款是京剧系列沙龙香

水，包括“生、旦、净、末、丑、龙
套” 六款， 价格为每80毫升
395元。其中“生”和“旦”两款
销量最好，现在店内“生”这款
已经卖断货了。最多的时候一
天可以卖出10瓶， 一个月能
卖出300多瓶。

事实上， 跨界玩香水，消
费者耳熟能详的老品牌已经
尝到了甜头。2016年，酒企泸
州老窖联合气味图书馆跨界
推出“顽味”淡香水，每瓶售价
139元， 这款升级版香水，使
用了粉粉的桃花色，也勾起了
很多女性消费者的少女心，很
快就在官网卖断货。2019年
“双11”，奶糖品牌大白兔推出
的系列香氛产品开售20分钟
售出2.5万件， 店铺连续三年
蝉联天猫国产香水第一名。

本报4月18日讯 近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3月70城房
价数据。3月各线城市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
相比变动幅度不大，同比涨幅
继续上升。70个城市中有62
城房价环比上涨。其中，福州、
广州涨幅较高， 环比均上涨
1%。 同时， 长沙环比上涨
0.5%， 岳阳以新房环比跌幅
0.4%排第一。

受楼市“小阳春”的影响，
今年3月， 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的城市较2月增加6个； 二手
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58
个，增加了3个。

从不同城市来看， 福州、
南京、重庆、西安等城市新房
销售价格环比涨幅较为明显。
其中，福州环比上涨1%，与广
州并列70城之首。 一线城市
中，北、上、广、深的新房销售
价格同比增长， 广州领跑，上
海居第二位。

从湖南来看， 长沙3月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环
比上涨0.5%， 二手房销售价
格指数环比上涨0.7%。 常德
销 售 价 格 指 数 环 比 上 涨
0.3%， 岳阳销售价格指数环

比下跌0.4%， 新房环比跌幅
排名第一。

从不同面积段来看，长沙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
最大的是90㎡以下和144㎡
以上户型， 环比分别上涨
0.8%、0.5%， 呈两极分化趋
势。二手房市场中，90㎡以下
和90-144㎡的面积段新房价
格环比上涨0.9%

“3月，随着楼市进入传统
的‘小阳春’，市场热度提升，
新房、二手房价格上涨城市数
量持续增加。” 诸葛找房数据
研究中心分析师陈霄表示，随
着一线城市年初陆续加码调
控，市场热度有所回落，价格
涨幅放缓，市场热度有从一线
城市向热点二线城市过渡迹
象。

业内人士指出，从长沙来
看， 季节性叠加市场预期较
强，今年3月市场成交活跃度
提高，核心区域新房市场表现
活跃，优质房源紧俏、需求旺
盛，推动量价小幅上涨，“预计
4月房价涨幅将呈现放缓迹
象，楼市热度有所回调，市场
整体保持平稳。”

■记者 卜岚

为贯彻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力支持实体经济，构建和谐的金融环境，根据
《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79 号）和《关于规范与银行信贷业
务相关的房地产抵押估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建住房[2006]8 号）等文件精神，从 2021 年
1 月起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沙市分行申请房
屋、土地抵押贷款，客户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缴纳
的抵押登记费，我行将于放款后 90 个工作日内

抵缴至其还款账户，请相关客户及时查询账户明
细； 抵押评估费由我行直接与评估公司结算，客
户无需缴纳抵押评估费用。 如有疑问，请持抵押
登记费、抵押评估费材料及评估文件前往贷款经
办行核实并办理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行
二○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公 告

泸州老窖“顽味”淡香水、“大白兔糖味”香水、巧克
力香水礼盒……随着消费升级和年轻一代的观念改
变，各种极具趣味和时尚感的香水也应运而生，而“气
味经济”也开始持续升温。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2
年我国香水市场规模将突破400亿元。 目前国内90%
以上的市场都被国际品牌占据，这也意味着，国货香水
可能成为香水市场一个新的增长点。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张益滔

进入2021年， 公募FOF规模再进
一步，以基金年报披露规模叠加今年以
来新基金募集规模，FOF规模已突破
1000亿元。 规模增长的背后是迅猛增
长的盈利表现与能涨抗跌的业绩支撑。
工银瑞信基金旗下7只FOF全部实现盈
利，合计盈利达4.6亿元，相比2019年的
3800万元增长1110.71%。

工银瑞信旗下工银智远配置三个
月持有期混合FOF盈利达2.4亿元，盈
利额在市场所有FOF中排名前10；此
外， 工银瑞信旗下5只养老目标日期
FOF合计盈利达2.06亿元，在所有披露
该类基金数据的25家基金公司中排名
第5。

经济信息

公募FOF：盈利增长迅猛，业绩能涨抗跌

62城新房价格上涨
预计4月份
长沙楼市热度有所回调

基金“跌跌不休”，
新基发行频频遇挫

近年来， 我国香水市场
发展迅速， 但仍存在三无产
品横行、同质化现象严重、缺
乏独立自主头部品牌等问
题。那么，面对波云诡谲的市
场， 国内自主品牌该如何发
展？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香水和香氛正在逐渐成为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用
品。 人们从过去鲜少使用香
水，到近年来频频购买，消费
需求明显增加。” 业内人士指
出，目前我国香水市场正处于
市场增量阶段，特别是国货香
水在不断创新，未来市场潜力
无限。

业内人士认为， 在竞争
的蓝海中，“精益产品+营销
设计” 或成为突围的关键，

“现在消费者更偏年轻化。相
比于质量， 他们有着强烈的
个性、创意上的需求，那些有
颜值、有态度、会讲故事、和
传统文化紧密相连的产品，
正好满足了其个性化需求。
而同时， 又需要注重线下门
店氛围和体验感的营造，让
消费者的视觉、 触觉感官体
验全面提升。”

“品牌要打造差异化思
路， 重点在于想把历史事件、
意向和嗅觉进行结合， 香味
本身是抽象的事物，适合作为
载体，进而把故事传递给消费
者。”RECLASSIFIED调香室
创始人孙淼才表示，选取大众
话题里偏小众的故事来进行
产品包装，才能在市场中找到
差异化。

观察 “精益产品+营销设计”或成突围关键

门店 定制香水畅销款一个月卖出300多瓶
长沙市黄

兴中路附近的
香遇沙龙香水
调香室，门店内
摆放着一排排
精致的香水。

记者 卜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