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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
一档来自东瀛的恋爱相亲类综艺节目《亿婚》，不知不觉开启了

“霸屏”模式。与常见的婚恋综艺节目相比，《亿婚》最大的亮点是以
美女挑选金龟婿为主题，围绕五位梦想嫁入豪门的年轻女性和五位
收入上亿的未婚富豪展开。

听起来很美？
且慢，这五位富豪中，既有真富豪，又有节目组特地“雇”来的假

大款。节目的规则是：第一个向真富豪告白的女生将得到现实生活
中与真富豪的约会机会；而选错对象的女生，当然就和豪门失之交
臂咯！

首先，从媒体人的角度看，任何综艺节目都会有剧本，很多细节
或噱头可能都是人工营造的；从金融业的视角看，其实，有钱人真的
没那么容易“伪装”。

毕竟，有钱人都自带钱的味道。
譬如，日前发布的《2019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前十位全部为

企业主。其中，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继2018年后，继续蝉联全球首
富；离婚对他的公司几乎没有影响。

《亿婚》开场是五位男主的自我介绍。后来证实是真富豪的3号男
主是这样说的，“作为程序员，很早就创立了自己的IT公司，因为我是
个不适合替别人打工的人，我很难遵守他们的规则，但我喜欢创造规则”。
妥妥的富人思维！不过，由于节目中，3号男自曝喜欢逛快销品牌ZARA、
开红酒瓶不熟练等细节，一直被冒牌货的疑云环绕。反观2号男主，在
节目中大谈家世，对奢侈品牌如数家珍，被很多观众认为是King（节目
中真富豪的代号），反倒是彻彻底底的“A货”。

其次，从逻辑上来说，能达到亿万这种层级的富豪，赚钱已经脱
离了享受生活的范畴。

《亿婚》中有个细节，女主之一问3号男主“挣了钱之后，什么才
是最应该、最值得买的”；3号男主说“我觉得是经验，当然买车、买奢
侈品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买这些东西的幸福感只是一瞬，马上会感到
空虚”。

有没有很鸡汤？但事实确实如此。
前两年，马云在节目中大谈后悔创办阿里，每个月赚万把块的人

幸福感最强。如果马云赚钱是为了个人享受，怎么可能在破产边缘
聚拢十八罗汉为他无偿打工？贝佐斯自1994年创立亚马逊以来，连
续亏损20年，更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中差点破产。要不是受改变
世界的使命感驱动，世间根本不会有亚马逊，也不会有特斯拉。

正如柳传志、王石等大佬去哀牢山，不是为了去吃褚橙，而是褚
时健对他们有着精神上的感召力；普通人买褚橙吃，未必是追求口
感，很多人也是借由褚橙，感受一把老一代企业家的情怀与坚韧！

德在财先，没有富豪的格局，很难拥有富豪的身家；很难想象，整
天只知道买买买吃喝玩乐的人，能达到豪的级别。

有人说，穷人、中产和富人的区别在于——穷人对一切新生事物
都看空，抗拒一切风险，用勤奋工作来掩饰自己的不作为；中产有一
份不错的工作，对不少新生事物产生浓厚兴趣，在能力范围内做多，
超过能力范围的话，就放弃了；富人不常工作，却极致专注某项事物，
发现小风险的确定性后，下重注，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极限，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美国“硬汉派”侦探大师雷蒙德·钱德勒在《漫长的告别》中写：
“金钱有个特别的地方，数量大了，它就会拥有自己的生命，甚至自己
的道德准则。”

有没有老子《道德经》的
感觉？

所谓大盈若冲、大成若缺、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14日，MSCI宣布扩容

如何在“入摩”中寻找投资机会？
钱的味道

张 琛

金融 简约 智慧 温暖

招行南京分行辖内首家3.0网点亮相新北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招商

银行常州分行了解到，5月8日，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辖内首家3.0
网点——位于我市新北区福地聚
龙苑6号的招商银行常州新北支
行正式向市民亮相。

招商银行常州分行行长钱东
告诉记者：“招行新北支行充分体

现了总行3.0版本的精髓，即金融、
简约、智慧、温暖。在这里，市民
可以尽情体验金融与科技、金融
与生活的相互交融。”

据悉，招行3.0网点充分考
虑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及业务
办理动线，秉承“因您而变”的
经营理念，给予客户充分的尊
重与自由。如网点接待引导台
综合考虑客户取号需求及特殊
情况，整合了引导台和叫号机
具，向客户提供了IC卡读取器

等多项选择。在如何强化客户
关系，提高互动沟通效率方面，
3.0网点同样用细节说话。如
理财专区业务机具桌面可实现
360度自由旋转，实现客户经理
与客户间无缝深入的高效率沟
通，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未来，招行新北支行将以
此为契机，带给市民高科技感
的金融体验，打造最佳客户体
验银行。

（张琛 招萱 文/图）

昨天，记者从官网上获悉，5
月14日，国际知名指数编制公司
MSCI宣布，将把现有A股的纳入
因子提高一倍，即从5%提高至
10%。26只中国A股将加入
MSCI中国指数。此番指数审议
结果将在5月28日收盘后生效。

至此，中国A股将在MSCI
中国指数和MSCI新兴市场指数
中分别占到5.25%和1.76%的比
重，总股数升至264只。

创业板公司首次被纳入

新纳入的26只股票中，有18
只来自创业板，这是A股创业板
公司首次“入摩”。

根据官网资料，MSCI中国A
股中盘股指数将新增29只个股并
剔除5只，包含总股数升至173只；
MSCI中国A股在岸指数新增
109只个股并剔除3只，新增个股
包括温氏股份、宁德时代、迈瑞医
疗、东方财富、爱尔眼科、智飞生
物、同花顺、顺灏股份、蓝思科技、
顺网科技、康泰生物、网宿科技等；
MSCI中国A股在岸小盘股指数
新增503只个股并剔除49只，大
部分新增个股来自符合条件的中
国创业板指数；MSCI中国全股票

指数（MSCI China All Shares
Index）将新增66只个股并剔除10
只，其中三个市值最大的新增个
股分别是温氏股份、宁德时代和
迈瑞医疗；MSCI中国全股票小盘
股指数将新增522只个股并剔除
46只，大部分新增个股来自符合
条件的中国创业板指数。

值得一提的是，MSCI公布初
始名单后，后续会不定期对一些
个股进行调整，但这些调整并不
会公告。

纳入MSCI并不意味股
票好

数据显示，MSCI选股考虑因
素主要有国际投资者可自由买卖
流通在外的公司股份市值，越多
越好；按照全球行业分类标准对
上市公司进行行业分类，确保各
个行业都有标的；选择各个行业
自由流通市值较大的股票，使每
个行业的入选股票自由流通市值
达到该行业的85%；对各行业中

的入选股票进行微调，使入选股
票的自由流通市值达到整个市场
的85%以上。

有业内人士分析，前阶段大
族激光被北上资金买到上限，所
以，MSCI这次选股将更多考虑流
动性，在此基础上，偏好行业龙头
大市值的股票。“所以，纳入其中
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股票，甚
至不一定是好股票，只是符合
MSCI的标准而已。”

当然，从长远看，对于纳入其
中的股票也算一个利好。一般而
言，相关个股被纳入指数后，追踪
MSCI的众多基金就要根据权重
被动配置相关的股票。也就是说，
会有一定量的资金按照权重被动
买入A股。不过，外资的流入不
会一步到位，只能缓慢流入。短
期来看，更多的是心理利好，直接
带来的资金有限。

把握加仓良机

4月以来，北上资金净流出天
数明显多于净流入的天数，累计
净流出超300亿元。在此期间，
A股经历了较大幅调整。我市某
证券营业部资深投资顾问认为，
大的回调往往是加仓优质股的上
车机会。3000点可以说是整个市
场的估值中枢，一般说来，跌破
3000点意味着大部分优质资产已
进入低估区域。该顾问建议股民，

可关注近期入摩的股票，把握加
仓良机。

根据MSCI扩容权重和结构
的变化，投资分为两条主线。一
条是纳入因子从5%逐级上调至
20%，权重基数大的板块在总增
量方面受益明显。预计银行、非
银、食品饮料中的优质资产将持
续获得稳健的外资流入；一条是
股票池的结构性扩容，如新增的
创业板，中盘股（纳入时间点2019
年11月）使得新股票池市值分布
边际上向中小盘倾斜。

从往年“入摩”股票的表现来
看，239只成分股平均区间涨跌幅
为-6.08%。同期上证指数涨跌幅
为-8.83%，深证成指为-15.64%，

“入摩”股票整体股跑赢大盘。细
分到各大板块，区间涨幅超过20%
的个股有19只，其中农林牧渔3
家，分别为新希望、牧原股份、大
北农；食品饮料3家，分别为海天
味业、五粮液、贵州茅台；非银金
融2家分别为东吴证券、中国平
安；银行2家，分别为宁波银行、兴
业银行。而跌幅居前的多为有色
金属与生物医药。

当然，如前文所述，被纳入
MSCI指数的A股成分股未必是
好股票，如之前康美药业、三安光
电、中信国安，也让一众投资者
踩坑。

张琛

宣传征信 工行金坛开发区支行进企业
随着时代和金融的发展，个人征信也显得愈发重

要。如何呵护自身信用记录，享受便捷的经济生活，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日，工行金坛开发区支行响应
监管部门和上级行号召，利用上门为企业员工激活银行
卡的机会，开展了诚信文化教育和征信专题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珍爱信用记录享受幸福人生”为主题，
主要通过现场集中宣讲、咨询答疑、易拉宝展示等方式
开展。在集中宣讲时，网点工作人员向企业员工讲解什
么是个人征信报告、如何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怎样保持
良好征信记录，以及如何保护个人隐私防止征信受损等
方面的内容，引导他们提高“爱岗敬业、严守信用”的守
法意识，弘扬“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的法治精神。为企
业员工办理银行卡激活业务时，该行员工主动向他们解
读征信领域热点问题，“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您的

经济身份证有多重要，您知道吗？”“如何保护个人信息
安全？”“您有哪些征信权利？”……同时结合一些经典案
例，引导他们规范使用信用卡、消费贷等金融产品，抵制
不良消费行为，维护良好信用记录。此外，活动中还提
醒他们，如本人对征信有异议时，可找出相关记录，向业
务发生银行提出异议申请，合法合理地维护自身征信
权益。

据了解，本次宣教活动共发放折页 60 多份，为 20
人提供咨询，受众人群近百人，特别在针对个人金融
消费者在征信信息安全、信用报告查询、保护好个人
信用记录等方面进行了重点介绍与讲解，对提高企业
员工的征信知识与维权意识水平发挥了良好的推动
作用。

工萱

邮储银行常州市分行
重温合规承诺

在当前外部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监管强度持续加
大、案防形势异常严峻的大背景下，为进一步传导合规
理念，落实合规责任，强化合规履职，邮储银行常州市分
行在全行范围内开展了重温合规承诺活动。

在前期全员学习并签订合规承诺书的基础上，邮储
银行常州市分行将此次活动作为进一步贯彻合规经营
理念，落实合规责任的重要举措。该行先后下发了《关
于开展全市案件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常 邮 银 联

〔2019〕6 号）、《关于加强合规学习、开展查摆反思等活动
的通知》（常邮银发〔2019〕139 号），要求各层级将合规承
诺书、案防学习手册等案防资料作为警示教育重点学习

文件，使合规经营“内化于心”，内部控制“外化于行”。
据了解，邮储银行常州市分行组织不同层级、不同

条线通过集中学习、合规培训、合规宣讲等形式开展重
温合规承诺书活动。各部门、各一级（管辖）支行通过部
门例会、案件警示教育会议、培训会议等方式开展合规
承诺书再次学习，强调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此外，该
行各网点还通过继续开展“合规五分钟”、每日晨夕会
等，现场宣读合规承诺内容，守住合规底线。截至目前，
该行各级机构重温合规承诺书累计 169 次，邮银双方新
入职员工签订合规承诺书65份。

邮萱

理财非存款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需谨慎。。华夏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华夏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理财资金投资范围为信用级别较高理财资金投资范围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流动性较好的
金融工具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包括但不限于国债、、金融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央行票据、、银行存款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债券回购、、债券远期债券远期、、高信用级别的企业债高信用级别的企业债、、公司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等其他工具短期融资券等其他工具。。

网点咨询电话网点咨询电话：：8817986388179863（（分行营业部分行营业部）、）、8960817789608177（（新北支行新北支行）、）、8980518189805181（（武进支行武进支行）、）、8068600680686006（（溧阳支行溧阳支行）、）、8068111580681115（（溧阳清溪路支行溧阳清溪路支行）、）、
8119563681195636（（钟楼支行钟楼支行）、）、8269557782695577（（金坛支行金坛支行）、）、8268095582680955（（金城支行金城支行）、）、8692800186928001（（横林支行横林支行）、）、8692998386929983（（天宁支行天宁支行）、）、8381390583813905（（邹区支行邹区支行）、）、8525536785255367
（（中吴支行中吴支行）、）、8058501380585013（（孟河支行孟河支行）、）、8551990285519902（（金色新城社区支行金色新城社区支行）、）、8123126581231265（（香江华廷社区支行香江华廷社区支行）、）、8552310785523107（（星河国际社区支行星河国际社区支行）。）。

产品名称

龙盈91期181天
（手机客户i团购-3000人）

龙盈92期181天
（手机客户i团购-3000人）

新盈188天
（新客户专属176号）

发售日期

5.21-5.22

5.21-5.27

业绩比较基准

4.33%

4.38%

4.5%、4.55%、4.58%

认购起点
（万元）

1

1、20、100

销售渠道

手机银行
（5月16日—
5月20日报名）

柜台、网银、
手机银行

图为招商银行常州新北支行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