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都市报11月15日讯 买
买买，剁剁剁，这个“双11”网上开
启了购物狂欢，就连房地产行业也
加入其中。

低首付、特价房、送家电、送购
物卡、送物业费……不少房企纷纷
蹭上“双11”的热度，开启花式营
销，活动期从11月1日超长待机至
30日。“双11” 期间房企的战况如
何？这个时候购房又是否合适？

最高报销37776元

11月15日， 在旭辉雨金广场
营销中心，砸金蛋的的声音和欢笑
声此起彼伏。即便是工作日，营销
中心也挤满了前来咨询的购房者。

“我们有11套一口价特惠房
源，成交还可以砸金蛋，送品牌家
电， 抢旭客家购房优惠券， 直减
1111元等等， 一直到这周日活动
才结束。” 旭辉雨金广场相关负责
人梁小姐介绍，从11月6日到11月
14日，活动期间来访量增加了两到
三成，成交了90多套。

据悉，为了抢滩“双11”，不少
房企纷纷开启促销模式。

11月11日至11月14日， 金茂
泊悦商铺单人认购享9.2折， 两人
同行认购享9折， 三人同行认购享
8.8折；11月11日-11月30日，湖南
华润置地与天猫好房提供至少

1.25万元的秒房优惠，及“双倍回
血金”最高报销37776元；长房·金
宸府推出购房直减礼， 购房直减
11.11万元/套。

促销活动是为刺激消费

“相比之前， 感觉现在优惠还
比较实在，市场上可选择的房源也
多了。”趁着“双11”，长沙市民刘玉
开始忙着踩盘，想趁着年底换一个
140多平方米的大四房，“转了一
圈，还是决定入市了，还抢到了特
价房源。”

长沙一房企营销负责人坦言，
踩着节点营销是带来人气、快速去
化的一种营销技巧。如今，市场购
房者观望情绪浓厚，房企通过各种
促销活动，可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
欲，尽快完成年底销售任务，实现
加速回款的目的。

房企鏖战“双11”，现在是否可
以入手了呢？“房企考虑到年度业
绩的压力， 会推出一波特价房源，
不排除有‘捡漏’的可能。在购买之
前，一定要弄清楚是否是真材实料
的降价，还是因为某些质量或硬件
问题促销。折扣固然吸睛，但一定
要理性购房， 综合参考房企的实
力、项目的配套、产品质量等等。”
该负责人建议。

■全媒体记者 卜岚

三湘都市报11月15
日讯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冬天能继续火吗?会！11月
14日，“高铁奶茶上线了”
喜提热搜第一！

据悉， 高铁奶茶由中
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动车组餐饮公司率
先推出。目前，在广州局集
团公司担当的湘粤两省所
有高铁列车上制作出售，
日均售出3000杯， 还常常
卖断货……

这杯高铁限定奶茶？
你尝“鲜”了吗？

包装时尚，口感一流；
独家定制，限量发售；乘务
员代言 ， 央视记者点赞
……，据中国铁路消息，这
杯高铁限定奶茶于10月中
旬上线。 每一杯高铁奶茶
的包装上， 印的都是高铁
餐饮乘务员形象，取名“那
个女孩”。

目前“那个女孩”已经
推出4款茶饮在列车上销
售，分别为：晴雪茉莉水果
茶、金色澜卡（港式）原味奶
茶、珍珠奶茶、红豆奶茶。

广州动车组餐饮公司
负责人介绍，高铁奶茶致力
于打造健康饮品，选用天然
原材料，该款奶茶还降低了
茶的浓度和糖分。“我们希
望给高铁再赋予一些文旅
符号， 让它的形象更立体，
旅客一想到高铁，就想起高
铁奶茶很不错。”

据悉，高铁奶茶的灵感
源于去年在车厢现制的港
式奶茶。2020年10月1日，
央视《坐着高铁看中国》节
目，播出了央视记者在高铁
上品鉴奶茶的画面。

■全媒体记者 和婷婷

客户陈先生今年40岁，平日非
常注重身体健康，每年均有体检习
惯，风险意识高，早在2014年就为
自己投保了平安福、附加平安福重
疾等险种， 并在2018年再次加保
百万任我行等保障计划。陈先生曾
向代理人透露： 经历了全民抗疫，
今年还想继续加保。

风险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

陈先生在今年10月份感觉身体不
适，急忙到湘雅医院就诊，结合术
后病理报告确诊为肾透明细胞
癌。代理人得知陈先生出险后，资
料收集齐全后，提交线上申请，仅
用时4小时，30万元的重疾理赔款
到账，不仅解了客户燃眉之急，更
获得客户的点赞。

■通讯员 陈艳辉 经济信息

房企促销蹭“双11”热度
现在可以入手买房了吗
最高报销37776元，促销活动持续到月底

高铁奶茶上线
日售3000杯
包含四种口味
取名“那个女孩”

中国资本市场开启三家交易所错位发展新时代

北交所开市，首批上市湘企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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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11月15日讯
今日，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北交所”）正式鸣锣开市，中
国资本市场开启了三家交易所
错位发展的新时代。

81家北交所首批上市公
司，71家从新三板精选层平移
而来， 另有10家公司为新股上
市。首秀当天，北交所整体成交
量达到95.73亿元人民币，新老
个股走势分化，新股集体高涨，
老股表现不佳。

10只新股集体大涨

根据规则，北交所新股上市
首日， 不设涨跌幅， 但有30%、
60%临停机制。

上午开盘，同心传动、大地
电气、汉鑫科技等新股集体大幅
高开，并且很快接连两次触发了
临停机制。

截至收盘，10只新股全部大
涨。 其中同心传动上涨493.67%
居首；大地电气、志晟信息、晶赛
科技的涨幅均在200%以上；恒
合股份、中设咨询、汉鑫科技、广
道高新、中寰股份、科达自控的
涨幅也都超过100%。

59只平移股下跌

开市首日，虽然新股表现抢
眼， 但从精选层平移而来的71
家公司，股价却表现不佳。

具体来看，这71家公司，有
3家正在转换板上市并未交易，
其余68家则出现分化， 多股高
开但随后出现下行。截至收盘，
德瑞锂电、安徽凤凰车等9只个
股收红，拾比佰、同辉信息等59
只个股收跌。

湖南2家原新三板精选层企
业德众汽车、五新隧装，此次成
为了北交所首批上市公司之一。
当天德众汽车涨5.21%， 报7.88
元/股， 成交额9474.62万元，换
手率22.45%, 公司市值为14.09
亿元； 五新隧装跌 9.42% ，报
28.08元/股， 成交额7714.62万
元，换手率9.59%，公司市值为
25.27亿元。

短期对A股市场
分流影响有限

统计数据显示，与此前精选
层相比， 北交所首日成交放量，
全天累计成交95.73亿元， 是上
周五精选层总成交量近5倍。

对于后市的走势，市场参与
者均较为乐观。 业内人士表示，
天量成交预示着北交所的流动
性较精选层已有大幅改观，也表
明北交所后市值得期待。

平安证券研究团队称，从
北交所首批上市公司来看，整
体呈现出市值小、估值低、盈利
能力强、“专精特新” 占比高的
特点。短期来看，首批上市公司
规模较小， 对A股市场分流影
响相对有限。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
家杨德龙提醒， 对于普通投资
者来说， 参与北交所交易要谨
慎， 因为这些公司整体来看属
于成长期企业，投资风险较大，
未来成长预期较高。 普通投资
者若无专业研究能力以及一定
风险承受能力，则要谨慎参与，
把握分散投资和资金总量控制
的原则， 不宜重仓投资一家公
司，防止出现风险过于集中。

■全媒体记者 潘显璇

备受关注的北京证券交易
所于11月15日开市交易。 从宣
布设立到开市运行， 短短两月
余，改革步伐蹄疾步稳。人们期
待，北交所平稳起航，为资本市
场注入更多改革活力，给各方带
来更多发展机遇，为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北交所服务对象突出“更
早、更小、更新”，拟转为上市公
司的精选层企业平均市值、平均
营业收入、首次平均募集金额等
指标明显低于沪深上市公司，创
新型中小企业特色鲜明。北交所
起航标志着资本市场服务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的能力迈上新台
阶，未来在直接融资、资源配置、
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
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将更加
给力。

北交所的设立是中国资本
市场改革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
部署，对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
市场体系，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和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北交
所起航将提振中小企业发展的
“精气神”。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
创新动力强劲、 韧性活力突出，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大有可为。
自9月初设立北交所的消息宣布
至今，市场各方反应积极，资本
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北交所开市
的各项准备就绪，新三板市场活
力得到激发， 改革效应初步显
现。 首批81家上市企业经营稳
健、成长性突出，开市后合计可
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超
400万户，8只北交所主题公募
基金完成注册。这背后，是市场
各方对北交所投下的“信心票”。

各方的努力和共识为北交
所平稳起步奠定了良好基础。随
着北交所开市运行，继续秉持改
革创新精神，一系列契合中小企
业特点的制度规则将在磨合中
持续完善，无论是创新型中小企
业、 中介机构还是各类投资者，
都将迎来新的机遇。

■据新华社

北交所起航，将为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

重疾赔付30万元，理赔款极速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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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铁推出的
高铁奶茶深受旅
客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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