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26日讯 关于婚庆

的投诉越来越多。记者调查发现，

长沙有七八百家婚庆公司， 现正

处春天的婚庆行业却面临另一种

混杂局面，80%没有营业执照。

长沙“最倒霉”新郎

上个月初， 王先生和女友结

婚，为节约成本，王先生在网上联

系到一家不知名的婚庆公司做主

持。 眼看婚期还有一周就要到来，

婚庆公司却出了状况———婚车凑

不齐。

婚车问题解决之后， 婚礼当

天，司仪相貌实在“惨不忍睹”。主

持婚礼时， 司仪问出的一些问题

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令新人

双方很多亲友脸色骤变。

婚礼完之后， 王先生和老婆

直奔律师所。最后，婚庆公司赔偿

几千块钱。“我堪称长沙最倒霉新

郎。”王先生自我调侃。

婚礼成“摆阔表演”

“每年， 湖南有50万人完婚，

婚庆产业链年产值高达一千亿。”

长沙婚庆协会会长刘轩畅说，

2004年后三四年时间里， 长沙婚

庆公司一下子剧增到七八百家。湖

南的婚庆市场紧跟北京、 上海、广

州，年产值占到全国的六分之一。

刘轩畅说，2000年之后，湖南

婚庆市场从形式上、 内涵上都有

变化。 形式从单调、 简单变为复

杂、多样，内涵上从以前的注重结

发之情的精神层面慢慢的变成追

求形式、表演。目前，长沙最贵的

一场婚礼耗费竟高达100多万。

未来将制定婚庆行规

但就在这种日新月异的表象

后， 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长沙婚庆公司竟有80%没有营业

执照！

“这个数据是我们在调查之

后得出的，即便不很准确，但相差

不会超过5%。”刘轩畅说，很多婚

庆公司由花店、 婚纱店演变而来

的，总资产也不过一两万，也随之

出现了“黑婚庆”、“恶司仪”等坏

事件。在价格上，也很悬殊。走高

中端路线的爱丽丝、花喜行、玉成

轩等婚庆公司， 价格在数万乃至

数十万；普通的一场婚礼数千元，

但一些婚庆公司为了抢生意，压

低成本，降低婚礼质量，一场婚礼

只收一两千甚至几百块，“获利

大，门槛低”是婚庆公司鱼龙混杂

的主要原因。

2009年10月，长沙婚庆协会

挂牌成立，目前会员过百，没有营

业执照拒绝入会。刘轩畅透露，在

未来的几年里， 婚庆协会的头等

大事就是制定长沙婚庆行业规

则。

■记者 王梦颖 实习生 刘珊珊

财经·分享

2010年8月27日 星期五 编辑/刘晗 图编/李梓延 美编/张元清 校对/张郁文

B02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0731-84315678����发行投诉：0731-84316668����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每天，在世博中国馆“希望大

地”展区，一种被称为“植物活化

石”的国宝植物———红豆杉，与《清

明上河图》一起展出，引来游客惊

羡的目光。世博会对此专门作出评

价：“植物活化石红豆杉，将成为改

善城市环境的新树种。”

在常州某单位工作的小王以

及部门同事，一直为新装修办公室

里的异味而头痛。单位组织小王他

们去逛世博，听导游说红豆杉能净

化空气，对装修后室内空气改善特

别好，大家都被“红豆杉”给深深吸

引了。此后，单位领导立即与红豆

牌红豆杉的供应单位取得联系，并

委托常州市武进环保大楼环境监

测站进行检测，以求证长时间摆放

红豆杉的功效。

一批红豆杉盆景送至小王单

位，单位选择了912会议室和1011

会议室，两间会议室均为60㎡。5月

23日，在同等条件下，监测人员使

用甲醛测定仪和空气采样器对两

间实验室的空气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 ，912 室 含 甲 醛 、 苯 分 别 为

0.04mg/㎡和0.03mg/㎡；1011室

含甲醛、 苯分别为0.03mg/㎡和

0.02mg/㎡。然后，在密封条件下，

在912室内放置10盆5年龄红豆

杉，而在1011室则不放置红豆杉。

一周过后，检测人员打开会议

室，摆放红豆杉的会议室闻起来不

再感到不适。同样的仪器监测结果

显示，912室含甲醛 、 苯分别为

0.02mg/㎡和<0.01mg/㎡，含量同

比下降了一半左右。而未放置红豆

杉 的 1011 室 含 甲 醛 、 苯 分 别

0.03mg/㎡和0.02mg/㎡， 含量同

之前一样。看到这一结果，单位领

导大呼红豆杉吸收甲醛、苯等物质

的奇效，立即决定购进大批红豆杉

盆景， 并表示各部门全部搬入后，

还将在庭院中种植大片红豆杉。

红豆杉为何这么神奇？因为它

能全天候释放氧气，是神奇的健康

树。它是世界之宝，国家一级珍稀保

护植物， 在美国白宫、 英国白金汉

宫、首都中南海都被大批量引种。

红豆牌红豆杉招商热线 ：

0510—88358333�� 网 址 ：www.

yew.cn

世博国宝“红豆杉”在新办公楼显奇效

世界杯的硝烟刚刚散去，南非

这个热情的国度在今夏留给我们

太多美好回忆。如今，她再次以自

己的热情迎来一场全球食品工业

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第十五届

全球食品科技大会的召开。在当地

时间23日举行的颁奖典礼上，由加

多宝集团生产的罐装“王老吉”成功

登上了食品行业的世界之巅， 摘得

本届大会“全球食品工业奖”桂冠。

据悉，作为全球食品工业界的

盛会，世界食品科技大会由国际食

品科技联盟（IUFoST）发起，迄今

已经举办了15届。其评选出的“全

球食品工业奖”代表了国际食品界

最权威机构的认同，不仅可以为获

奖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之路扫除障

碍，同时也对所在国食品文化的国

际化输出起到良好作用。

作为中华民族饮料的领军代

表，王老吉赢得了评审委员会国际

专家们的高度赞誉， 他们认为，王

老吉的产品生产技术完全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而且传承与弘扬了

凉茶的健康养生文化，向消费大众

传播了本民族的饮食科学文化。

此前，随着外资品牌在中国饮

料市场的逐步扩张，具有鲜明特色

的中国传统饮料在国内市场上一

度表现日渐式微。加多宝集团引进

国外先进生产线，通过一系列的产

品工艺创新，成功为传统饮料王老

吉注入新的活力，扛起了民族饮料

品牌复苏崛起的大旗。

显然，王老吉的成功不仅来自

于其创新的生产工艺和过硬的产

品品质，隐藏在产品身后的传统文

化积淀更是其商业成功的助推器。

逾180年的品牌历史， 使王老吉积

累了厚重的传统养生文化底蕴，其

所传承的是中华民族千年传统文

化的精髓。以文化传承激发新的商

业创新， 是王老吉成功的秘诀所

在。

紧紧扣住消费者对于“中华传

统养生文化” 的重新认知与关注，

将凉茶传统的社会价值应用于现

代生活，以“文化认同感”创造新的

消费潮流，使得凉茶类饮料的消费

迅速成为中国饮料市场上最时尚、

最健康的选择。产品中所特有的文

化内涵和文化属性，让加多宝集团

成为中国饮料市场的领军企业，而

红色罐装王老吉也成为名副其实

的“中国饮料第一罐”。 ■高飞

王老吉斩获国际大奖 中国饮料第一罐获专家高度赞誉

经济信息

长沙婚庆公司，八成黑户加黑嘴

未来，长沙婚庆协会将制定行业规范

超薄悦读

本报8月26日讯 今日，

新组建的湖南省交通建设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局挂牌成

立。

据了解， 新组建的省交

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

将全面负责全省高速公路和

由国家发改委或交通部立项

的国家重点水运工程项目的

质量监督、施工安全监督。负

责全省公路水运交通监理、

检测市场监管； 组织交通建

设工程质量鉴定工作； 负责

全省各市州交通建设质量监

督站、 省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站的业务指导等。

■记者 朱玉文 通讯员 黄兴

省交通建设质量

安监局挂牌

本报8月26日讯 “日本

第一大湖琵琶湖25年治理花

了1300亿日元，这里面的环保

治理经验对洞庭湖或许有用。”

8月26日， 日本滋贺县

经济产业协会荣誉会长小

林彻率领协会13家会员企

业，与湖南39家企业展开了

对口洽谈。 ■记者 谈金燕

通讯员 许量 梁丹

日本滋贺经贸团

来湘推荐治湖经验

每秒卖出6件内衣，每天30万人在看

长沙“绝代双娇”走俏网络

一个单品一秒钟卖

出6件，拥有网络分销商

近千家……这样的电子

商务神话发生在长沙。

喜欢淘宝的人， 都知道

御泥坊和lilymoda。它们

是通过电子商务走红的

两个湖南品牌，前者是护

肤品，后者为内衣。被广

大粉丝赞为“绝代双娇”。

日30万人次和31套内衣

31套内衣， 普通人要穿6年。

可长沙白领小娴不到一年已经买

了 31套 ， 而且是在同一家店

铺———lilymoda淘宝旗舰店，现

在她已经是该店的至尊VIP客户

了。

和小娴一样， 美女佳佳也喜

欢网购。她是自然美的崇尚者，总

觉得用含有各种化学物质的护肤

品很不健康。但是她对御泥坊，就

像小娴对lilymoda一样热衷。

御泥坊和Lilymoda是淘宝网

2010年初选出的同一批淘品牌，

都创造了很多销售神话。 专攻天

然矿物养肤的御泥坊， 目前在全

国已有近千家网络分销商， 御泥

坊清爽矿物泥浆面膜曾创下一秒

钟卖出6件的记录，淘宝商城旗舰

店日最高流量突破30万人次，接

近世博会一天的人流量。

lilymoda源自意大利， 立足

湖南长沙，2009年6月入驻淘宝商

城，至今在全国已经有200多家代

理商。2010年女人节当天，它创造

了这样一个记录 ：20分钟卖了

1000组lilymoda内衣。

高端品质卖的却是中间价格

中国市场上，护肤品、内衣品

牌都不下千家， 而新生的御泥坊

和lilymoda，为何如此受欢迎？

两个品牌负责人一致认为，

品质是品牌生长的生命力。Lily-

moda一直代工维多利亚的秘密、

爱慕等国际名牌内衣， 设计和生

产力量在国内外领先。

品质顶端，价格中端。御泥坊

和lilymoda的产品能卖得如此火

热，靠的就是这点。御泥坊执行总

经理张虎说：“品质定位高档护

肤，价格定位大众消费，这只有电

子商务可以实现。”

记者了解到， 御泥坊的单品

价格29.9元～299元不等，lily-

moda内衣也从69元～180元不

等。 它们瞄准的都是都市白领等

中高端客户。

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是电子

商务给了他们缩小渠道成本，高

端品质卖中间价位的机会。

从单纯卖产品到转身推品牌

御泥坊和 lilymoda发展之

初，都重点销售产品，产品有了好

口碑后，才开始推广品牌。而过渡

时间，仅有两年、一年甚至半年时

间。如：Lilymoda是2009年8月入

驻淘宝商城的， 半年后就被评为

了第一批淘品牌。

2007年初进入电子零售行业

的御泥坊，2009年初获得投资后，

工作重点开始转为品牌建设，如今

已经算得上成熟了。这在传统的零

售行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记者 未晓芳

逛

晓芳

市场

电话：0731-84326110

邮箱：wxf870214@163.com

长沙市某婚纱影楼内， 顾客正

在试婚纱。 记者 童迪 摄

车用、非居民用天然气涨

价之后，近两个月来，各地居

民生活用天然气市场“涨声一

片 ”———陕 西每 立 方 米 涨

0.25元；浙江每立方米涨0.33

元；湖北每立方米涨0.23元；

重庆每立方米涨0.32元……

此外，包括石家庄、西宁

等在内的诸多城市也已经明

确将在近期召开价格听证

会， 具体涨幅正处最后敲定

阶段。 启动于6月1日的天然

气涨价行动，终于在全国范围

内发酵出一场全面的天然气

“终端涨价潮”。

■特约记者许可新

民用天然气纷纷涨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