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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未来的垃圾桶是什么样的？塑料小

金鱼是做什么用的？上周六下午，华润
中心·少儿财商培训营再次爆满，近80
个家庭来到华润中心，学习理财与创
造。孩子们在老师的启发下展开了创造
的翅膀，尽情发挥自由的天性。

而本期财商培训营还剩下最后两次
参与机会，一次财商培训，一次跳蚤市场
活动，想要报名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

“什么是创新？”课堂上，面对老师
的提问，孩子们纷纷举手说出自己的答
案：“创新就是创造”“做出新的东西
来”。在老师看来，创新是进步和发展的
阶梯，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有
助于智力的开发和财商的培养，因此，
华润中心少儿财商培训营的第二课，就
以创造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家庭。不少
老师、企业高管、高知识分子家庭都纷
纷带着孩子来报名参加培训，周六的华
润中心热闹非常。

老师们和孩子分享了创新的概念
和创新的方法。“创新，就是利用现有的
知识和物质，满足社会需要，改进和创
造，获得有益效果。第一步是找准需求，
然后是想象，接着是设计，最后是制作，
这就是创新的4步阶梯法。”接着，在老
师们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始了创意实
践，为未来的垃圾桶画下蓝图。需求如
何实现？孩子们陷入了思考……

第三次财商培训将在本周六下午
（12月12日）进行，主要针对6~15岁的孩
子，本期的主题将是创新与创业。如何创
新，如何创业，孩子们有自己的答案。老师
还将专门针对家长展开培训，在生活中，
如何培养和保护孩子们的财商，启迪财
商。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如何解释，压
岁钱如何管理？都将在讲座中一一道来。

现场不少具有投资理财意识的家
长，则对华润中心的年底特惠非常感兴
趣，纷纷询问二环边现房写字楼 7234
元 每 平
方米，地
铁 现 铺
9022 元
每 平 方
米 的 特
惠情况。
（刘婷）

买1再得1 还有3免1

今年双12，从12月10日0时开始，
连续3天，京东多个品类联合开展“买1
再得1”的惊喜活动，消费者在购买活动
商品的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另一件商
品或周边服务，每个商品对应的赠品各
不相同，大家可以尽享优惠。

同样在 12 月 10 日 0 时开始，在服
饰内衣、箱包鞋靴、珠宝首饰、奢侈品
礼品、家居家装、运动户外、汽车用品
及营养保健八大类目下，只要消费者
购买带有京东“3 免 1”标识的商品，就
可享受购物满 3 件或以上，价格最低
商品直接免单的优惠，阿迪达斯、耐
克、NEW BALANCE 等大牌都将参加
此次活动。

在 12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3 免 1”活
动的预热期，消费者可提前将参加活动
的商品加入购物车，还可以用优惠券下
单，享受满 599 元减 60 元，满 999 元减
150元的优惠，赶紧开始抢券吧！

日用百货：满减活动享不停

在日用百货中，12 月 10 日至 12 月
12日的高潮期，爆品1分钱秒杀、部分商
品满199元减100元，更有“买1得2”的
优惠活动值得关注。

12月9日0时至12月12日24点，母
婴用品满 199 元减 100 元，奶粉、尿裤、
车床、辅食499元减100元；个护清洁全
品类满 199 元减 100 元；个护化妆推出
了神券叠加满减优惠的活动，部分商品
每满 199 元减 100 元，叠加神券再享满

199元减100元。
对吃货们而言，可以说又是狂欢的

到来。即日起至12月12日，酒水全品类
满 199 元减 100 元；12 月 7 日至 12 月 13
日，食品部分品类买 1 赠 1，还有满 199
元减 100 元的优惠；即日起至 12 月 12
日，京东生鲜专场买1赠1、买3免1、满
199元减100元等多重优惠惊喜放送；12
月10日至12月12日，国表每满300元减
30元，上不封顶。

图书、家电、办公电脑、手机通讯：
多重优惠惊喜大放送

12月7日至12月14日，京东图书满
200元减100元，更有买1赠1的超值活
动，让您尽情阅读！

双12期间，京东家电推出“万元券

包免费抢”活动，并且有满10000元立减
1000元的优惠券限量秒杀、白条免息等
活动。

即日起到 12 月 13 日，京东电脑办
公推出 1.2 亿元福利券大放送、12 万件
爆品 5 折抢、12 万赠品买就送、12 元扫
潮流硬货等活动，将回馈让利进行到
底。此次活动涵盖京东电脑办公旗下整
机、外设、DIY配件、办公四大品类，无论
是“骨灰级”玩家，还是职场白领，总有
一款超值硬货适合您！

手机品类在双12期间，推出满1000
元减 50 元、满 2000 元减 100 元、满 2500
元减130元等超值满减活动，消费者还
可领取白条券、12 期免息券、白条满减
券（满1000元减50元、满500元减25元
限量抢），并可与京券叠加使用。

现象：苹果价格同比低两成

在爵版街上的一家水果摊，个头
稍小的苹果5元一斤，稍大的苹果7元
一斤。这家店的老板称，这些苹果都产
自甘肃，价格相比去年同期，每斤降了
约一元。

在蜀汉路上一家大型水果连锁店
内，又大又红的苹果摆在店内显眼位
置。盐源苹果售价5元一斤，甘肃红富
士苹果9.8元一斤。据店员介绍，目前
的价格相比往年降了不少，店内同品
类的甘肃红富士苹果去年同期都卖到
了一斤13.8元。

在如是庵街 1 号，来自山西的王
先生正在此卖自家产的苹果，一箱30
斤卖 100 元，苹果直径在 80mm 左右。
由于有亲戚在成都，作为果农，他已连
续 6 年，在苹果大量上市时来成都卖
苹果，主要通过口碑相传售卖。

王先生说，今年苹果的价格相比
去年有所降低。在山西苹果产地，收购
价约一斤1.6元~1.8元，比去年同期便
宜了 0.3~0.4 元，批发、零售市场价格
也相应地降低了。从产地到成都，还需

加上运费、人工、包装、库房等成本，到
终端市场，价格会有所上调。

据彭州濛阳的四川国际农产品交
易中心果品副总经理党永斌介绍，成
都市面上的苹果主要来自甘肃静宁、
四川汉源、四川盐源、陕西等地。以本
地汉源、盐源苹果来说，中号规格的，
大体上批发价格为一斤 3~4 元，相比
去年同期，每斤价格降了约1元，降幅
约两成。批发商的进货价逼近 3 元一
斤，包含了分选、包装、进库等成本。

而据《每日经济新闻》日前报道，
陕西果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苹
果单价下降了 1 元左右，果农供给收
购公司的果价每斤也平均下降了 0.5
元~1元，整体价格降幅在30%左右。

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
网上，记者查询到，全国苹果目前的批
发均价为每公斤 4.43 元，去年同期价
格为每公斤6.05元，降幅达26%。

原因：今年丰产 商家囤货谨慎

近年来，苹果价格居高不下，十多
元一斤的苹果很常见。继“姜你军”、

“蒜你狠”之后，“苹什么”又成为网络
热词。今年，苹果为何降价？

果农王先生说，今年气候适宜，苹
果丰产，市面上供货较充足，这是原因
之一。此外，他提到，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是今年商家囤货大幅减少。“去年，
有商家大量囤货，产地收购价达到2.5
元一斤，准备在第二年淡季以高价出
货，不少商家的心理预期售价在一斤5
元，结果到出货时卖不动，价格没上
去，还有不少苹果烂掉了，很多囤货商
家都赔了钱，今年不愿意再收货了。”

“今年苹果的进场量比去年同期
增加了10%~15%。”党永斌也表示，苹
果价格相比去年降低，各地丰产是原
因之一，同时去年有囤货商看到价格
不错，囤货积极，到今年六、七月大量
出货时，结果卖不动。今年商家囤货更
谨慎，价格随之下降。党永斌还提到，
今年其他不少果品也丰产，价格偏低，
人们选择更多，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对于未来苹果价格走势，党永斌
预计，随着元旦临近，需求量将增大，
预计未来价格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学创新学理财
华润中心少儿财商培训营开始第三场

第三场：12月12日下午 财商培训
针对年龄：6~15岁
第四场：12月19日下午
跳蚤市场 不限年龄
活动地点：东二环万年场“万象城”旁

华润中心售楼部

进入 12 月，
翘首以盼的“双
12”来了，京东又
有什么大促活动
值得期待呢？现
在就给您带来最
强 大 的 京 东 双
12 抢购攻略。今
年双 12，京东多
个 品 类 发 起 了

“ 买 1 再 得 1”，
“买 3 免 1”等促
销活动，家电、手
机、电脑、日用百
货等品类还有秒
杀、满减、白条免
息等多种惊喜优
惠，赶快行动吧！

京东双12抢购攻略：买1再得1 还有3免1

进入寒冬，各地苹果争相上市。有
成都市民发现，今年苹果的价格没有了
往年的“霸气”，价格“温和”了不少。据
记者了解，从总体看上，市场上苹果的
价格相比去年降低了两成左右。

成都商报昨日记者走访市内多家
水果摊、水果连锁店、果农及批发市场，
探寻苹果降价背后的原因。

苹果价格比去年降低了两成左右

双十二淘够全球 本周五不见不散
成都商报买够网联合CDTV-3推出“1212·淘够全球”活动，11日~15日狂欢5天
松下马桶盖2380元，澳洲雪地靴399元……还有线上线下多重豪礼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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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成都首届大规模线下“海淘节”倒
计时！家门口淘洋货、电商价格、看得见
摸得着、正品保证，11日~15日，成都商
报买够网联手 CDTV-3 幸福频道推出

“1212·淘够全球”活动，千款商品海外
直达活动会场，日本的、澳洲的、法国
的、泰国的……吃的、喝的、抹的、用的
应有尽有。海量现货、正品保证，物美价
廉，疯狂采购之后，还有转盘大奖等着
你，双林路99号成都电视台一楼大厅，
不见不散！

双十二重磅出击
买够网联合CDTV-3“淘够全球”

奶粉、包包、电子产品、智能马桶盖
……如今，追求品质生活的市民谁不喜
欢海淘或者没有尝试过海淘呢？至少也
会通过代购或出国旅行时购买心仪的
洋货。然而，海淘的到货时间漫长，陌生
人代购难免有点不放心，旅行时购买
吧，大多数人毕竟不会天天出国旅行。

去年7月，成都商报买够网高起点试
水跨境电商，推出“阳光海团”，聚集全球

一线大品牌产品，货品保真，渠道正规，
物流给力，价格公道。澳洲奶粉直供成
都、德国奶粉直供成都、澳洲护肤品直供
成都……一年来，系列活动收获无数点
赞。不过，之前“阳光海团”都是在线上完
成交易，部分商品也需要预订。

趁着双十二，成都商报买够网与成
都电视台第三频道（CDTV-3）强强联
合，把“阳光海团”扩展到线下，重磅推
出“1212·淘够全球”海淘特卖会。千款
海外商品于供应源头直接采购运送至
国内，保证商品与国外同步。这是现货
级别的海淘；这是 100%正品保证的代
购；这是价格更优惠的卖场。

“1212·淘够全球”，电商价格，阳光
海团抢现货！不要来晚了哦。

囊括海淘热销品
松下智能马桶盖低至2380元

双十一刚结束，成都商报买够网所
有的产品经理还来不及喘口气，又一头
扎到双十二的活动中。双十一的活动力
度已经到底线了，双十二拿什么回馈一

直支持买够网的粉丝呢？犯愁啊。考察、
开会、再考察、再开会……买够网终于
确定了“淘够全球”的主题。产品经理们
连续几周没有休周末，组织货源，价格
谈判，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倾尽全力，
想要做出一场足够震撼的活动。

努力终有回报。目前，货品全部到
位，多达上千款。它们来自日本、澳大利
亚、法国、新西兰、泰国等地，囊括近来
海淘的热门品类：美食、保健品、护肤
品、家居用品、母婴用品、服饰。全部是
现货摆在您的面前，看上哪个，付了款
就可以带走，不用望眼欲穿等着从国外
寄过来。说到价格，负责此次活动的产
品经理易难很不谦虚：“成都商报买够
网调动所有资源杀价，我可以保证，现
场的商品价格都非常美好，这个活动一
定会把成都商报买够网这块金字招牌
擦得更亮。”

昨天，王蔷查看了她感兴趣的商品
的价格，松下智能马桶盖低至2380元、
澳洲UGG最低399元、泰国乳胶枕399
元、朗熙鱼油低至864元，“价格确实很
合理，值得好好采购一回”。

成都商报买够网全系平台——
PC 端自营店 www.91mygo.com、微
信商城、有赞成都商盟、买够淘宝
店、淘宝成都馆、京东成都馆也将参
与到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来，线上有
丰富多彩的活动等您参与。

1分钱秒杀：金秋新收获的五
常大米，两斤装一分钱秒杀，限量
50 份。买够网产品经理特别提醒：
新米要少放水哦，煮出来更鲜香。

生肖翻翻翻：这是一款有趣的
游戏，12生肖，猜哪个动物有奖品，
猜中有奖。

分享折上折：12 月 11 日～15
日，只要分享买够网全系平台的活
动及商品信息，均可在“1212·淘够
全球”活动现场再享受朗熙鱼油9.5
折优惠。 （许媛 蒋利供图）

成都姑娘王蔷曾留学英国，是不
折不扣的“海淘达人”。昨日，她来成
都商报买够网咨询“1212·淘够全球”
活动。在王蔷看来，海淘最吸引她的
是价格。一些商品如果从国外购买，
价格比国内售价便宜一半左右，即便
加上运费，也比国内便宜。

不过，海淘价格虽好，不方便之处
也很多。首要一条就是语言障碍，美淘
得会英语，日淘得会日语；支付也不方
便，很多网站不支持信用卡。“最恼火
的是物流。大部分海外购物网站不能
直邮中国，要找转运公司，不止运费增
加，时间也变长。一两个月才收到是很
正常的事。除了忍受‘快递变慢递’，包
裹还被寄丢过两次。”

王蔷也曾考虑过海外代购，可各
种假代购的新闻让她犹豫不决。“除
非是熟识的朋友，否则很难确保质
量，再说，个人代购是监管的灰色地
带，出了问题也不好维权。”

去年，支付宝宣布与美国四大百
货公司合作，国内许多支付机构也与
美国的各大商家、购物网站对接，中
文跳转页面、支付宝结账、随时跟踪
订单状态，几乎跟国内淘宝体验差不
多，王蔷下单到手软。但狂买一通后，
还是有些遗憾，“主要是不合适或有
质量问题很难退换。”

上周五，王蔷在成都商报电商周
刊上看到“1212·淘够全球”介绍，立
刻 就 心 动 了 。智 能 马 桶 盖 、澳 洲
UGG、朗熙鱼油都是她最近计划购
买的，“又是现货，又不担心买到假
货，肯定要来逛一逛。”王蔷列了一个
购物清单，昨天趁中午休息，专程来
到买够网办公室，打听“1212·淘够全
球”活动细节。

■时间：12 月 11
日～15 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5点
■地点：双林路
99 号成都电视台
一楼大厅

公交出行
这样抵达

住北门方向的
朋友，可坐 34 路、
80 路 、342 路 、65
路、106路前往

住南门方向的
朋友，可 坐 8 路 、
127路转237路、地
铁1号线转地铁2号
线再转112路前往

住西门的朋
友，可坐 56a 路转
341路、27路、11路
转地铁2号线再转
112路前往

住东门的朋
友，可坐342路、180
路、72路前往

您买完东西可别急着走哦，每
天下午 4 点到 5 点，“1212·淘够全
球”活动现场还有超级转盘抽奖游
戏，全场购满 600 元就有一次抽奖
机会。奖品包括雪地靴、电陶炉、黄
秋葵花茶、碧潭飘雪茶叶等，每天送
出40份奖品，抽奖活动将持续5天。
没有抽到奖的市民，在特卖会任意
一天都可参加（12月11日~15日），
先抽先得，抽完为止。

特等奖：价值1290元朗熙鱼油
或澳洲雪地靴一双（每日1名，共计
5份）；一等奖：电陶炉（每日1名，共
计5份）；二等奖：黄秋葵花茶（每日
12名，共计60份）；三等奖：碧潭飘
雪、丹凤眼眼贴、白家粉丝（三选一，
每日26名，共计130份）

抽奖时间：12月11日~15日（下
午4点~5点）

转下盘子
说不定转到大奖呢

线上送礼线上送礼
一分钱秒杀
五常大米新米

现场抽奖现场抽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