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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一高校大学生网购调查
结果出人意料——
—

旅行社收客限地域、
限年龄、
限职业？

男生比女生更疯狂

低价“购物团”
重出江湖
报价低意在游客的消费能力

本报讯 近日一则“云南旅行团明文
拒收温州人”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热议。该
报道称，在云南一家旅行社面向浙江游
客推出的产品中，明确表示不接待温州
户籍的游客。同时被拒的还有教师、记
者、公务员以及老年人，种种限制被指
“消费歧视”
。
常州市场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记者采访得知，我市旅行社的收客
限制主要体现在游客年龄上，一些产品
将游客年龄上限放在 65周岁、55周岁

市场调查

世界杯带火
足彩销售

本报讯 巴西世界杯小组赛正进入
最后一轮，在球迷们关注比赛的同时，彩
票行业也进入“看球”模式，不少市民纷
纷尝试玩一把世界杯竞彩。记者近日走
访市内多家体彩销售点获悉，销售点生
意比平时红火了不少。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大街上一
家体彩销售点，两位彩民正在电脑前
研究如何购买。来自云南的普先生说，
他来常州工作一个多月来，几乎天天
都要过来买点彩票，尤其是最近世界
杯开赛，每天下午都要来买，少则二三
十元、多则六七十元，
“ 我是一直比较
喜欢和关注，这几天每天晚上都会关
注世界杯，不为了要赚多少钱，就是比
较喜欢足球。”
一位裴姓工作人员则说，目前店内
已经进入世界杯模式，来买彩票的人比
平时多了不少，
一般都要到凌晨才关门。
销售人员还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以来，
既有老彩民热衷于竞彩，也有不少年轻
人在看球赛的同时购买一些足彩，此外
还有一些平时不看球赛也不买彩票的市
民受周围氛围影响买点足彩玩玩，其中
甚至不乏一些女性彩民的身影。因此，不
少销售点内购买足彩的人数比平时翻了
一番还不止，销量也比平时增加 2-3
倍，有的甚至一个星期的销量和平时一
!陈荣春"
个月的销量差不多。

!上接 A1版"一些创投企业被迫关闭。
但
是，面对压力，九洲创投却逆市前行，投
资速度不减反增，项目质量更具时代特
征，
只是战略战术出现了调整。
盈利模式上，通过二轮或三轮融资、
并购转让等形式，
寻求融投管退的新渠道。
管理模式上，从原来的纯粹财务投
资管理模式，调整为大保姆式的精细化
管理模式，扩大增值服务功能，全面帮助
被投企业克服成长中的困难，提高被投
企业成长效率和发展成果。
在至关重要的项目选择上，固守
“团
队评估＋行业评估＋经济周期把控”原
则，对细节把控更严格。
作为常州创投协会会长单位，九洲
创投还主动为创投协会承办天使项目投
融资平台，深入各辖市区、开发区寻找天
使项目，经过筛选、辅导，将有融资需求
的项目进行路演，推荐给上百家投资机
构。自去年以来，九洲创投已进行21场
投融资活动，辅导企业312个；路演项目
154个，
融资成功16家企业。

经营资本

在稳步推进“五百”发展战略中，九
洲创投从最初的管理自有资本，向管理
社会创投资本延伸。
刘灿放表示，创投领域经历了2009
年、2010年的狂热，2011年的逐步回落，
2012年的基本回归，投资步伐目前普遍
放慢，
投资量小了许多，投资成本也大幅
降低了。
但值得肯定的是，投资收益预期
也越来越回归理性了：创投不再是暴富
的工具，
而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手段。
顺应市场变化，九洲创投提出了
“五
化”
战术：投资小额化、
选项前置化、
投资
本地化、
管理一体化、
激励预期化，
坚持做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推手、
创新企业发展
的帮手。
“作为第三方资产管理平台，管理社
会创投资本其实提供的是一种个性化金
融服务，要根据企业的资产状况和投资
偏好，帮助选择最好的投资机构进行资
产管理。
”刘灿放表示，这种个性化的管
理服务，包含了专户资产管理、基金产
品、海外资产管理服务等内容。至今，九
洲创投已应邀管理武商、青联、青商、天
使等创投资本9家。
今年5个多月，九洲创投已是成果
累累：培育的1家新企业即将上市，
3家
企业已进入证监会报批阶段，还有1家
企业进入第四轮融资，并购进入实质性
!孙东青"
谈判阶段 #

甚至 52周岁，报价越低的往往
避免麻烦。
年龄要求越严苛，同时儿童价要
记者采访市旅游部门了解
贵过成人价。据业内人士透露， 到，我国《旅游法》对于购物有着
价格低、有年龄要求的旅游产
明确规定，包括需事先与游客约
品，基本都是“购物团”，游客的
定，
不得强制购物、不能从游客购
消费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消费
物中拿回扣等，同时严禁对游客
能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自然不
有各类歧视，这其中就包括地域
受欢迎。
歧视、
职业歧视、
年龄歧视。
但是，
我市一家大旅行社的老总对
国内一些旅行社为了谋利，不惜
“云南游拒绝温州人”
事件进行了 “打擦边球”
甚至明着违规。
分析。他告诉记者，对购物团而
相比于“温州人被拒”
，常州
言，温州人见多识广、头脑精明， 旅游市场上还没有什么直接限制
不太容易被忽悠，所以在地接社
地域、职业的产品，但是，很多旅
方面很
“不讨好”
。而教师、记者、
行社甚至正规大社的特定产品会
公务员等文化素养较高，维权意
有年龄限制。比如，
某家旅行社 7
识强，旅行社拒绝他们也是为了
月 20日发团的
“魅力云南”
昆明、

大理、
丽江双飞六日之旅，
报价为
1590元。但是记者以游客身份电
话咨询时，才知道这一价格只针
对 28-52周岁的游客，
2-12周
岁的儿童竟然要每人 2650元。对
于如此明显的儿童、成人价格倒
挂，
该社服务人员坦率地表示
“儿
童没有消费能力”
。记者仔细看了
一下行程，
发现除了大理古城、玉
龙雪山、
丽江古城等著名景点外，
行程中还安排了十八里铺茶马古
道文化驿站等购物场所。
除了云南，像港澳、泰国、台
湾等线路的产品也容易出现年
龄限制，而这些都是购物游比
较出名的地方。记者多次咨询

后发现，多数限年龄的产品对“超
限”人群直接采取拒收政策，并不
加价收客。
对于旅游市场上的“年龄歧
视”，上 述 旅 行 社 老 总 表 示 ，作 为
正规社，他们虽感无奈，却也不得
不跟着做。
“比如云南昆大丽双飞
6日 游 常 规 ， 正 常 报 价 应 该 是
2000多元，但是一旦有 1000多
元 甚 至 800多 元 的 低 价 购 物 团 ，
多数游客还是会毫不犹豫选择后
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旅游市场的
净化不能仅仅指望《旅游法》和旅
行社自律，它与整个旅游消费心
态的成熟也有莫大关系。”
!朱雅萍"

本报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几位大学生日前对 6
所在常高校
“大学生网购”进行了调查，结果出人意料：
男大
学生网络购物兴趣竟然高于女大学生。
本次调查随机发放 300份调查问卷，回收 97%。结果
显示，
89.
6%的人认为网购可选择性强是最大优势，
90%学
生有网购经历。男生网购群比例比女生略高，
女生购物多为
衣物、化妆品等，
而男生购物范围更广泛，
包括衣物、电子产
品、
书籍等。原因是男生比女生更敢于冒险，
更乐于尝试新
事物；男生网络基础知识比女生普及，
善于琢磨网络运用。
大学生中是否有网购成瘾的
“剁手族”
？调查小组设置了
网购频率、
网购金额等问题，
通过对支付能力特征和网购消
费结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绝大多数网购大学生选择成交价
比商场实体店低 1/
3左右、
知名度高、
信用良好的产品。受访
者中月生活费多于 1000元的学生为网购主体。另外，
网购
消费金额约占生活费的 20%，每月网购消费在 300元以上
的学生数不到 5%，表明大部分学生并未过多沉溺于网购，
消费较为科学、
理性。不少大学生表示，
只有真正需要时才网
购，
网购时会货比三家，
也会先去实体店比价、
比质。
调查还显示，
大学生对网购整体满意度较高，
大学生网
购三大“不满意”
是：
50%大学生认为要加强卖家诚信管理；
28%大学生提出要加强网购部门监管力度；
18%大学生希
!沈琳 月航 尤佳"
望物流服务要改善。

“功能凉席”
多为炒作

侨裕控股联手麦德龙

开启“湖畔国际生活体验营”

本报讯 一家是世界第三
的零售巨头麦德龙；一家是常
州本土开发企业侨裕控股的代
—翡丽蓝湾，因对生
表项目——
活资源的稀缺的精心营造为人
所乐道。6月 22日晚，这两个
不同领域的成就者，在西太湖
的翡丽蓝湾率先开启了“湖畔

!"

市场·服务

国际生活体验营”
活动。
当天，麦德龙首批 100多
名高端会员齐聚翡丽蓝湾，畅
玩湖上游艇、
摩托艇，
乐游岛上
王国，共同体验湖畔夏夜的尊
贵生活。
常规的湖畔居住，多数都
是生活与水单一的观赏体验，

但翡丽蓝湾呈现的却是一种同步
世界湾区岛居的亲水生活方式，
无距离赏湖，
成为最基础的条件。
在项目所占据的 1.
5公里湖岸线
上，已创建了游艇码头、水上世
界、
湖心澜亭、
沙滩排球等特有亲
水体验。未来，
侨裕控股还将投入
千万巨资，将这段 1.
5公里湖岸

线，缔造成媲美享誉世界的浅水
湾、
长岛湾的专属亲水生活带。
据了解，翡丽蓝湾亮相半年
来，
不断吸引着市民的目光。迄今，
一期 600余套已去化一空。其中，
中心城区的业主占到 50%以上。
6月 28日，中央览湖王座将
!孙东青"
盛大开盘。

本报讯 炎炎烈日，
凉席成为畅销品，
有竹席、
藤席、
牛
皮席等款式。不少商家都把保健功能作为凉席的营销噱头，
宣
称凉席生态低碳，
能抗菌降脂。那么这类
“功能凉席”
靠谱吗？
昨天，
记者在市区一些大型超市看到，最常见的凉席有
竹席和藤席，
价格一般每床 300多元。
今夏养生款“冰丝”凉席很畅销，销售员介绍“冰丝”凉
席材质多为
“纤维”
，
从竹子、
藤、
草等物品中提取，
通过湿法
纺丝工艺制成。“这些含纤维的凉席，有舒筋活血、吸湿吸
汗、
抗菌降脂等功效，
特别适合老人使用。”
热销的保健凉席靠谱吗？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家居夏
凉用品分会秘书长张军表示，这种保健凉席的功能很夸张，
目前保健凉席国家没有统一标准，
也没有科学验证，
消费者
!芮曼菁"
不必相信商家的营销噱头。

14日$15日% 江苏高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高管及项目
经理等一行 40余人专程赴浙江衢州%参观由绿城物业参与
管理的&金湖'玫瑰园($&滨江'春江月(等住宅小区及商业
项目%参观了保洁$绿化$停车$设备维护等内容后%与当地
同行们进行了交流#
高科物业是国家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目前在我市服务
的物业项目有荷花池公寓$玉隆花园$世纪明珠园$天润园$怀
德名园$市二院$市儿童医院$小松机械等# 刘一珉 文 /摄

汽柴油年内第 ! 次上调价格

地产水蜜桃开始上市

!"号汽油每升涨#$%&元

产量增 %'(，
口感好于往年
下月初可大量上市
本报讯 这几天，
殷定宇正
忙着从农户手中收购水蜜桃，
包装后再送往南京等地销售：
“今年桃子成熟比往年早 5-7
天，算起来早熟的桃子从这个
月上旬就开始采摘了。”
殷定宇 是 武 进 区 雪 堰 镇
谢家村人，家中三代种桃，是
远近闻名的水蜜桃种植户。
今 年 ， 他 种 了 20多 亩 水 蜜

桃，其中有 10亩是早熟桃，
目前已经采摘一半，
“ 往年平
均亩产大概 4000斤，今年由
于天气好，估计还要提高
15%左右。”
在销售自家水蜜桃的同时，
殷定宇还从附近村民手里收购，
再集中批发给外地市场。
“今年
早熟桃的批发价平均在 7元 /
斤，
和去年差不多。不过由于今

常州忘不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从
2002年诞生以来，
12年悉心耕耘，足
迹已遍布常州、无锡、镇江等地，成为
百姓心中喜爱的快餐领导品牌，目前
拥有 26家连锁店，打造出经典的“中
式烹鸡典范”。
公司董事长徐佩礼称，忘不了走
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立足乡
镇、跨进县市，
继而迈入大都市。

卖凉菜、卤肉、炸鸡
腿，他经历了不少
今年 37岁的徐佩礼是安徽淮南

年产量普遍比较高、
质量和口感也
比较好，
等中晚熟桃大量上市以后
价格可能会有变化。”
据市农委园艺处高级农艺
师蒋红国介绍，目前我市水蜜
桃种植面积约 3.
2万亩，其中绝
大多数都分布在武进的雪堰、
洛 阳 、礼 嘉 、前 黄 等 地 ，早 熟 桃
以朝晖、朝阳等品种为主，中晚
熟 桃 包 括 湖 景 、白 凤 、拂 晓 、白

花等品种。
“我市中晚熟桃比较多，占
80%多，早熟桃大约只有 15%。”
蒋红国说，目前早熟桃正在上
市，大概到 6月底、7月初中晚
熟桃可以大量上市，也就是说，
再过十几天，市民将可以享受到
产量和口感都好于往年的地产
水蜜桃了。
!陈荣春"

油

品

调价前!元 " 升" 调价后!元 " 升" 每升涨幅!元"

92号汽油
95号汽油
0号柴油

7.
77
8.
32
7.
26

7.
9
8.
46
7.
4

0.
13
0.
14
0.
14

本报讯 昨晚，记者从中石油常州分公司获悉，从今天
零时起，
我市汽、柴油价格每吨上调 150元。这是我市成品
油市场今年第 4次上调。
数据显示，
92号汽油每升从7.
77元上调至7.
9元，95号
汽油每升从8.
32元上调至8.
46元，0号柴油每升从7.
26元上
调至7.
4元。
每升涨幅分别为0.
13元、
0.
14元、0.
14元。
据悉，
受到国际局势持续紧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一
路走高。有分析人士认为，
目前是汽油消费旺季,
但柴油需
求却难有提升,
主要由于国内降雨地区增多,
影响工矿基建
等行业开工。另外,
沿海地区休渔期的到来也使柴油需求减
!孙杨"
少,
因此市场整体需求大幅回升有限。

农村包围城市
——
—记常州忘不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佩礼
人，
17岁跟着叔叔到我市魏村打工，
在
菜场租了一个摊位，
做朝鲜菜生意。没
几个月就做出了自己的风味，做了 1
年多，
生意还算不错，
赚了五六万元。
20岁时，他回老家发展，但输得
很惨，
欠了好几万元债。他总结，
当时
老家和常州的消费水平不同，喜欢吃
凉菜的人并不多。
再加上他单枪匹马，
经验不足，
亏得一塌糊涂。
徐佩礼是个很要强的人，琢磨
一番后，第二年开春他再度来到常
州。回到我市小河镇最繁华的街道，
做起了鸡蛋饼生意，在他附近一个
卖鸡腿的摊位客流不断。他看在眼
里，想在心间：
“ 我卖一个鸡蛋饼才
1.
5元，人家卖一个鸡腿是 4元。如

果我卖鸡腿，会不会生意也不错？”
于是，他摸索出独有口味，在原材料
和做法上都有改进，仅用了几个月，
生意远超对方。
当年肯德基一只鸡腿卖 7元，他
有独特烹鸡秘方，于是想开一家属于
自己的西式快餐店。1999年，他派弟
弟去正规的西式快餐店打工，学习西
式烹鸡的标准化流程。
在当时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下，每
个厨房大小设备和每款原材料，都由
他亲自去采购。筹备了近两年后，终
于在 2002年 1月 1日，常州忘不了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家 200平方
米的店在小河镇开业。开业后，客流
源源不断。

从“中式烹鸡典范”到
“高品质体验平台”
徐佩礼说，忘不了餐饮
“农村包围城
市”
的梦想正一点点实现。目前，
公司足
迹已遍布常州、无锡、
镇江、
淮南、
滁州等
地，
拥有 26家连锁门店。
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
他坚持稳中前
进。
“不断拓店确实可以让品牌影响力增
强，
但也要考虑强大的资金支撑、
稳定的
人才、
和谐的团队和不断更新的产品。”
12年来，
他经历了很多风雨。2007
年亏了 300多万元，他虽有焦虑，但静
下心来想想，
认为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必
然要自我革新。随后，
他制定了一套规范

化的西餐管理制度和流程，如员工的仪
容仪表、打烊流程、值班规定等，生意也
随之渐渐转好。
下一步，忘不了将从“中式烹鸡典
范”
转为
“高品质体验平台”
，
融入更多特
色经典小吃，将各门店环境改造得更优
美，等时机成熟，要到北京、上海等大都
芮曼菁 文 /摄
市开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