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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金秋十月，2022 虎年贺岁
金条也将发行。纵观往年，但
凡生肖虎收藏品都价值不菲，
2022 虎年贺岁金条无疑将备
受瞩目。这款金条有何优势，
且听“龙城金币”详析。

金币总公司贺岁金条是新
中国第一款金条，也是唯一曾
经央行审批的“官条”，龙头效
应和官方品质使其绝无仅有地
脱离了按金价计值的常规，收
藏附加值大增。如 2003 羊年
贺岁金条现价 750 元/克，2013
蛇年贺岁金条现价 450 元/克，
都远超当前金价。当前，金价
处于相对低位，使得虎年金条
可以买得比去年价格低很多，

“龙城金币”低于市价的结算优
惠则更实惠。今年又适逢“龙
城金币”二十周年，将回馈去年
预定的老顾客、曾预定满三年
的老顾客额外特惠，大大拓展

了这款金条的收藏空间。
当前，世界范围内疫情阴

霾未散，全球市场波动较大，给
资产配置提出挑战，而中国经
济强劲复苏。中国是全球最大
的黄金消费国，而中国百姓最
熟 知 的 家 藏 黄 金 就 是“ 小 黄
鱼”，都会首选金条，具有天然
优势。这些为金条收藏奠定了
基础。

常州“龙城金币”是精品品
牌专营，口碑早已在二十年经
营中反复证实。金币总公司
2022 虎年贺岁金条正启动预
定，敬请老顾客关注短信通知，
新顾客请关注龙城金币公众微
信随时了解，
或到常州大
酒店大堂内

“龙城金币”
实体店详询。

龙城闲人

2022虎年贺岁金条有何优势

■龚励

本报讯 10 月 16 日上午，
来自沈阳的众多知名品牌商及
当地媒体代表团一行莅临我市
江南环球港参观考察。

此次活动的主题是“知名
品牌商 共享环球港”。活动当
天，考察团先后来到月星家居
广场、世界港口小镇、爱保力、
马场、索福德天空足球场、山姆
会员商店、邮轮酒店等进行参
观。考察团对江南环球港拥有
保龄球、天空足球场、卡丁车赛
道、射击和搏击等众多休闲体
育业态表示称赞，对“世界港口
小镇”“空中乐园”的精美设计
更是赞不绝口。

考察中，700CC 都市茶饮
创始人王冠淮表示，此次亲身
探访，见证了江南环球港的独
特魅力，对品牌入驻环球港的
前景也有了更强烈的信心。他
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环球港
落地沈阳，同样为沈阳人民带
来全新的商业消费体验。

据了解，月星集团目前已
将环球港布局到全国多个重点
城市，如上海、苏州、西安等。
今年 3 月，沈阳环球港开工，预
计两到三年后建成。沈阳环球
港是环球港品牌的 4.0 升级力
作，不仅集文化、旅游、体育、娱
乐、购物、餐饮、家居于一体，同
时也将是环球港品牌迭代升级
中的最新一代，将建设成为东
北亚最大的商业综合体。

知名品牌商，共聚环球港

沈阳考察团来常“取经”

天气转冷，销量翻番

我市各大服装批发市场“转热”
■本报记者 龚励

“新款的秋冬装，小哥哥、
小姐姐请往里走，看上哪件随
便试⋯⋯”昨天上午十点光景，
九洲服装城已是一派繁忙景
象。37岁的“喊麦”小哥阿文一
边拆着早上刚从外地发来的冬
装，一边站在自家的品牌店门
口招揽顾客。“精品卫衣、羊毛
衫、新潮女装⋯⋯”一大串的广
告词和吆喝话从他口中喊出
来，语速极快，在人群中极具穿
透力。

九洲服装城是以服装零售
批发为主的大型专业市场，位
于常州南大门——兰陵，市场
设有商位近 1800 个，1997 年 5
月就已开业。最近，住在附近
的不少热心市民发现，自从国
庆节后气温快速下降，家门口
的这家“老市场”也从平常的不
温不火，变得忙碌又热闹。

“今年天气异常，南北方降
温都快，保暖产品大热是基本上
可以判断的。”关晓羽表示，服饰
和家居用品等行业在做商品规
划时将温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
虑因素，商家会提前去做规划，
因此很多同行今年都选择了提
前备货，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我咨询了常州很多做秋冬
服装的供应链企业，他们都备了
大量的现货，比如有些企业备了
几千件的羽绒服现货。当然，商

家提前备货也面临着诸多风险，
如果今年冬天比较冷，他们就会
有一个好收成。”关晓羽说。

距离每年都万众期待的双
十一购物节仅剩 20 天时间，作
为保暖季影响力最大的促销活
动，双十一也让消费者和商家对
于现阶段的保暖品消费有所保
留。

许新生就在采访中提到，他
的店铺在双十一期间也将推出
相应的促销活动，届时商品销售

情况较现在应该会有更大的提
高。他表示，从零售角度来看，
冬季的保暖品商家都会选择将
产品提前上市来迎接消费需求，
所以购买需求的高峰是在真正
的寒冷期降临之前。“预计 11 月
到 11 月底之间保暖品将达到销
售的高峰。”

此外，许新生推测，受今年
限电限产的影响，供应链方面比
较稀缺，保暖产品价格可能会有
所上涨。

借力购物节，11月或迎来“保暖经济”高峰

无独有偶，10 月 20 日记者
走访路桥市场，商家们正在忙碌
着打包发往各地的应季服饰，包
裹则堆满了多辆快递小车，等待
物流公司发往目的地。

在一家孕婴店，打从市场一
开门，店主关晓羽就忙碌起来。
手机微信不时地“滴滴”作响，

“我的货今天能不能发出？”“没
问题，已经给你打包了。”关晓羽
说。10月3日，她从苏州进了一
批颇具时尚感的冬款孕妇装，在

商户微信群中推广，客户们纷纷
下单，到 10 月 18 日仍不断有新
订单生成。

店内顾客很多，关晓羽时而
向顾客介绍孕妇裤子的情况，时
而在手机上查看下单量。

在薛家开孕婴店的刘女士
走进店里补货，她向关晓羽介
绍起这几天自家店里的销售情
况 ：国 庆 节 一 过 ，气 温 明 显 下
降，购买秋冬孕妇装的顾客源
源不断。10 月 9 日至 11 日三天

时 间 ，每 天 销 售 额 超 过 3000
元 ，今 天 估 计 要 补 1.2 万 元 的
货。

在另一家主营保暖内衣的
门店，同样不时有顾客登门。销
售人员忙着拿出新款保暖内衣
给顾客看。店主许新生介绍，这
段时间德绒、桑蚕丝的保暖内衣
销量不错，其中百元左右的保暖
内衣最为畅销，“现在市民特别
注意保暖内衣的样式。样式好
看的，准能卖得好。”

商家打造新潮“爆款”，开启“大卖模式”

“最近去九洲服装城的乘客
不要太多，光前天一天，我就接
了三四单去那里的生意。”记者
从新北区出发前往九洲服装城，
刚坐上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就主
动聊起了家常，“我也住在新北，
这段时间早上去九洲服装城、路
桥的单子就很多，集中在上午
12 点前，大多都是去那里进货
的人。前两天我还接了个单子，
从湖塘到九洲服装城，结果是一
个服装加工厂老板叫我送几大

包衣服过去，她说最近生意好，
自己送货的时间都没有。”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记者
赶到九洲服装城，在一楼一家主
打潮流女装的店铺里，老板娘吴
女士正给来往的顾客介绍自家
新到的货。“这款秋装外套性价
比高，200 多元一件；这款是精
品羊毛衫，价格稍微贵一点，
300 元不到⋯⋯”店铺内的女装
琳琅满目，衣架上挂着、桌子上
摊着、地面上堆着，款式多到让

人眼花缭乱。
“店铺的秋装是在 9 月初上

新的，目前整体处于收尾阶段。
再过十多天，今年的冬装也要上
市了。”吴女士来九洲服装城打
拼已经足足 3 年，目前和家人在
常州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和加
工厂。她告诉记者，“今年的行
情从整体上看，比去年好很多。
这几天我们店铺每天的出货量
就有上百件，与国庆节前相比翻
了一番。”

秋冬装上新，“老市场”焕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