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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元/克！千足金价创新高
专家提醒黄金饰品不适合做投资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杨淑君 实习生 张亚琼 帅敏敏

F3R 是比亚迪旗下的一款时
尚两厢车型，凭借时尚动悦、宽
大舒适、经济节能等特质迅速在
时尚两厢车市崛起，销量稳定，
稳居主流时尚两厢阵营，被誉为
“超值时尚大两厢”，深受年轻
消费者喜爱。“焕新？悦变”的
F3R 时尚 11 款则进一步巩固了其
在主流两厢中的地位，给消费者
提供了更时尚，更高品质的用车
体验，也让 F3R 自身完成了破蛹

化蝶的蜕变。
配置升级 价格更优
F3R 时尚 11 款是比亚迪通过

对消费者的研究及精准的市场定
位，在 F3R 金钻版原有基上做了
全面、细致的改进，全系车型共
增配 13 项，整体显得更时尚、更
优质。其中 F3R 时尚 11 版精英
型增加了钛银装饰中控台、钛银
装饰四门扶手座、钛银装饰换挡
手柄、增加银色车身、镀络车尾

装饰条、镀铬外侧门把手、镀铬
内侧门把手、增加车身同色折叠
式电动调节外后视镜、组合仪表
背光由黄绿色切换为更舒适的白
色，而舒适型、时尚型则增加了
镀铬外侧门把手、镀铬车尾装饰
条。另外， F3R 时尚 11 版在配
置升级的同时不加价，价格维持
官降后的价格，将让消费者享受
“超值高质”的新体验。

品质提升 时尚环保

比亚迪去年收购了日本荻原
模具厂，在新的技术指导下，比
亚迪造车工艺有了质的提升。而
且随着比奔合作的深入开展，比
亚迪对汽车设计、标准及品质监
控的把握也更深入。正是得益于
此， F3R 时尚 11 版各车型在品
质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如整车
的隔音、降噪，摆臂与前副车架
连接优化，发动机优化、制动钳
优化、空调出风气味更清新、密

闭净化效果升级等。更值得一提
的是比亚迪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
召， F3R 全系切换国四排放，将
更加环保。

2011 年，比亚迪将从快速冲
量转为更稳健的增长，更有质量
的发展。“焕新？悦变”的比亚
迪在工艺、品质上双双升级，就
是比亚迪战略转变在产品上的直
观体现，向品质要未来，将进一
步助力比亚迪品牌力提升。

破蛹化蝶 F3R 时尚11 版向更高品质蜕变

7 月 27 日，国际黄金收盘于 1613 美元/
盎司，创下新高。 28 日，记者走访发现，
城区各商场千足金饰品已卖到 420 元/克，
创历史新高。专家称，近期金价还会震荡
上升，投资者不可盲目追高。

“上个月还是 378 块
钱一克，怎么一下子这么
贵了。”千足金420 元/克，
这是记者 27 日上午在五
星百货招金银楼专柜看到
的一款金饰报价。6 月底，
该品牌千足金饰报价还是
378 元/克，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足足涨了42 元。

金鼎商厦黄金销售专
区工作人员介绍，每年 7、
8 月份是黄金传统的销售
淡季，但今年黄金在 7 月
份却一反常态，黄金价格
一扫 6 月下旬的颓势，不

断创出历史新高。城区多
家金店黄金饰品价格持续
上涨，除了潮宏基报价
412 元/克(不包含加工费)
之外，老凤祥、百泰首饰、
周大生、中国黄金等千足
金均标价420 元/克。

“价格太高了，现在的
黄金只能看，不敢买啊。”
在五星百货选购黄金首饰
的李小姐本打算买一把金
锁，作为礼物送给刚出生
的小侄子，结果一看价格
犹豫了，考虑许久后买了
一把银质长命锁。

黄金柜台：

金饰不到一月涨了 42 元

市民陈先生介绍，6
月 15 日，他以 400 元/克
的价格购买了 800 克金条
投资，第二天就涨到了
403 元/克。“我当时还挺
高兴，可到了6 月 20 日金
条价格开始走下坡路，6
月 26 日跌到了 386 元/
克。”陈先生说，价格持续
下跌，他把手里的 800 克
金条全出手了，一共赔了
11200 元。

陈先生说，7 月 3 日
金条价格已跌到 382 元/
克，“我当时还想着幸好早

脱手，要不然赔得更惨。”
可到了7 月 6 日金条价格
开始走高，7 月 19 日竟然
涨到了413 元/克。陈先生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
他等到7 月 19 日出手，能
赚 10400 元，这下子里外
里赔了 21600 元。

至于还会不会继续上
涨，业内人士表示，金价是
和股市、国际黄金市场密
切联系的，股市和国际市
场波动大的时候金价波动
就大，所以是涨还是跌很
难预测。

炒金卖早了：

800 克金条赔了一万多
银行人士：

两大债务危机抬高价格

据资料显示，7 月
2 7 日，全天黄金最高
1628 美元/盎司，最低
1608 美元/盎司，最终收
于 1613 美元/盎司，创下
新高，收盘价折合人民
币单位约为 334 元/克左
右。这是交易所的原料
黄金价格，而市场上销
售的千足金首饰，还要
加上加工费、运输费、
各种税以及商场费用、
工人工资等，所以黄金
饰品的价格就要卖到

420 元/克左右。
对于最近几天黄金

价格创下高位，工行聊
城分行结算业务部经理
杨光辉认为，一方面是
因为西班牙、意大利标
售的短期新债利率偏
高，希腊救助方案未能
解除欧元区的债务危
机，欧洲债务危机疑虑
重返，避险情绪加重，
利好于黄金。另一方
面，则是美国的债务危
机。

美国债务上限达到
限额，国会两党正对达成
上限金额争执不休。如果
在8 月 2 日前，美国国会
两党不能对提高上限的
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美国
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
同样是避险情绪加重，会
促使金价上涨。如果能达
成共识，美国的负债率会
进一步提高，为了还债，
美国会进一步发行钞票，
美元走弱，对黄金同样利
好。

28 日，金鼎商厦一市民在选购金饰，当天的千足金价格为 420 元/克。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专家提醒：

黄金饰品不适合投资

杨光辉说，虽然前段时间有个
小幅回落，国际黄金价格回调到
1580 美元/盎司，但仍高于四月份
的制高点从今年年初至今，金价还
是一路走高的。

杨光辉说，金价也不是暴涨暴
跌，只不过是震荡上涨，而且中长
期来看，还会保持震荡上升的趋势。
对于投资者来说，任何一次回调都
是一次买入的好机会，看到金价回
落，就可以买入，不能盲目追高。

理财师提醒，黄金饰品并不适
合做黄金投资。记者了解到，不少
金饰变现要面临 3 成左右的折价，
难以实现投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