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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黎莉）每年春
节过后，宁波的二手车市场就会
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记者注
意到，今年节后二手车的销售似
乎比往年更加“猛烈”一些。这
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途众二
手车商城。尽管刚开门，但市场
里的很多商家已经陆续迎来了
自己的第一波客人。在一家专
做精品二手车的商户里，市民徐
先生正在和朋友一起了解一辆
奔驰C级轿车。

“这是第二次过来看了，觉
得车况、里程数都还可以接受，
所以找了朋友一起再来砍砍价，如
果好的话就定了。”徐先生说，他经
营着一家小公司，买车是为了平时
拜访客户和去慈溪的工厂。来回
奔波又希望有点排面，买新车有点
浪费，就想到了二手车。

这家商户的负责人叶朋利
告诉记者，过完年像这样来下单
的消费者有不少。“按照以往的
情况，很多人会来购买一辆车作
为回乡的交通工具，所以下单量
的高峰往往会在春节前出现。
但今年因为留甬过年的号召，这
部分需求明显减少了，所以节前
市场并不出色。反而春节后的
这两周，销量有明显的上升，比
往年至少多了三分之一，最多的
一天店里成交了五六台车。”据
他分析，除了每年新年后的“自
然流量”之外，年前没有消费的
客群挪到年后购车的比例也比
较大，因此集中引爆了这波销量
高峰。

途众二手车商城的数据显
示，市场今年1月份成交3362

辆，同比增加5.2%；2月份因为
有春节假期，再加上节前高峰并
未到来，销售量为1751辆；而3
月前 9 天的销量就已经达到
1574辆，其中3月8日一天成交
308辆，创下了商城成立以来的
纪录。

此外，从销量排行上来看，
消费者的爱好也开始有了变
化。途众二手车商城市场总监
王永国告诉记者，目前宁波二手
车市场上，消费趋势呈两极分
化，小几万元的代步车和二三十
万元的中高端品牌都有自己的
选择人群。这两类中，包括奔
驰、宝马、奥迪在内的“BBA”中
高端车更受青睐。

事实上，不止是年后二手车
的销量有爆发。近年来，随着宁
波严格规范二手车市场，一批有
良好售后二手车市场的出现，以
及宁波人对二手车接受程度的
逐步增加，宁波二手车销量逐年
提升。

宁波二手车流通协会负责
人王远洋告诉记者，去年，在疫
情重创第一季度的情况下，全年
的二手车成交量仍有31.5万辆
次，比2019年有小幅上涨。而
从今年初宁波汽车保有量达到
300万辆的情况来看，二手车的
占比已经超过了10%，好于全国
8%的平均水平。

“前几年，通过主管部门、协
会、商户的多方努力，宁波的二
手车交易已经形成良好的市场
氛围，而市场的高活跃度也将促
成一个好的循环。我们相信未
来宁波的二手车市场将有更好
的发展前景。”王远洋说。

本报讯（记者 周晖）“麻辣小龙
虾”“十三香小龙虾”……昨日中午，
位于海曙鄞江的小龙虾一条街迎来
了饭点，一些龙虾店陆续端出了今年
的第一道“龙虾宴”，烟火气渐浓，尝
鲜者不少。“这么早就有小龙虾吃
了！”特意从市区赶来的市民张先生
与朋友点了两盘小龙虾，“小龙虾壮
度还可以，就是没有那么Q弹”。

原本3月中下旬才出现的小龙
虾，如今已在宁波悄然上市，时间提
前，价格也有点“麻辣”！记者走访
了宁波水产批发市场和一些龙虾专
卖店时，发现刚上市的小龙虾价格
偏高，但仍有不少小龙虾粉来尝鲜。

朱银龙是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淡水产交易区的一位小龙虾经营
户。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55-
56号经营摊位时，发现小龙虾泡沫
箱已堆满了店铺，活龙活现的小龙
虾张牙舞爪。“上市差不多有10天
了，今年上市时间有点早，估计跟气
温偏高、养殖期略提前有关。”朱银
龙告诉记者，目前上市的小龙虾主
要来自长江沿线的湖北、四川，现在
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小龙虾养殖，
产业规模越来越大。

按个头来区别，6钱重以上的小

龙虾，当前的批发价为每公斤120
多元，4-6钱重的小龙虾，批发价为
每公斤70元，最小规格的每公斤40
多元。“这个价格跟去年同期相比，
略便宜3-4元一斤。”朱银龙说。

在鄞江镇，小龙虾一条街一般
是每年3月初开始启动，持续至每
年的11月份。经营历史最久的桥
头龙虾店夏老板告诉记者，目前他
们烹制的小龙虾主要来自重庆等
地，进货价格每公斤100多元。本
地产的小龙虾预计要等到5月份才
能上市。目前小龙虾售价一般为
120元一盘，分量为1公斤。

小龙虾初上市也吸引了不少市
民购买尝鲜。记者了解到，2019年
和2020年，小龙虾都是3月初或中
旬才上市，今年上市时间比往年提
早了不少。不少经营户表示，目前
市场上的小龙虾大多是红壳虾或是
青红虾，市民购买时，要避免遇到越
冬的红虾，这些小龙虾肉质较少，口
感较差。

目前小龙虾还处于尝鲜阶段，
市民想吃到物美价廉的小龙虾要等
到清明过后，那时候价格才会趋于
稳定。吃龙虾一定要将龙虾煮熟煮
透，并且一次食用量不宜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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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悄然抢鲜上市
时间比往年提前，价格也有点“麻辣”

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刚刚上市的小龙虾。张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