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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茶，多少肥胖假汝之名！
不过，这仍然改变不了奶茶是众多女生心头好的

事实。
有数据显示，咖啡店、奶茶店、花店是众多都市中人，

特别是女性群体最爱的三大创业途径。同时，这也是著
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批判过的情怀大于赚钱的几种业态。

当副业成为刚需，开一间奶茶铺的赚钱效应到底怎
样呢？

最近，因缘际会认识了某奶茶店的老板娘。老板娘
的奶茶店坐落在中心城区，毗邻西瀛里，紧靠鹏欣丽都社
区商圈，地段黄金、租金不菲。奶茶店的品牌、种类、配方、
包装等，均为老板娘一手原创，在整条街上独树一帜。老
板娘告诉我：“喜茶、奈雪的茶等连锁品牌没进入常州市
场时，我家的‘一杯’奶茶卖得飞起。今年以来，受疫情和
市场竞争等多重影响，虽然仍有盈利，但扣除人工费、房
租、原材料等成本，等于给店里的奶茶小妹打工。”

所幸，这间奶茶店只是老板娘的众多生意之一。
多年前，我一个小朋友，也是选择在这条街开咖啡店。

小朋友在读书时，做过一段时间奶茶生意，盈利尚可，便
想着大干一场，租了两层铺面，花了几十万块钱装修，结
果，没满半年，便铩羽而归。

也有人开店不为赚钱，如我的朋友“钢琴小王子”。
前些年，他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到常州做生意，
主业是卖钢琴，兼着教教钢琴，结识点人脉。一来二去，
我们都喊他“钢琴小王子”。现在，他在上海、常州都开了
咖啡店，主要用于会友，店里摆满了各式进口钢琴。“毕竟，
谈生意太枯燥了，还是要喝喝咖啡、弹弹琴，为生活注入
活力。”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钢琴小王子”对咖啡也
颇有研究，对于熟悉的朋友，还会亲自上阵煮咖啡。

单位对面开在老房子里的熙小姐现煮奶茶，多数品
种单价20元不到，有时我也会去喝一杯。店内装修清爽、
面积不大，基本以自提和外卖为主。最近看到铺面被围
起来重新装修了，不知是生意扩大了，还是打算缩减规模。

也有奶茶爱好者向我吐槽，不论是周杰伦喜爱的
machimachi，还是一点点喜茶等，喝多了奶茶口感也就那
样……正如“一杯”奶茶的老板娘戏言，也许，再好的奶茶
配方，也只有18个月的爆款期。

今时今日，一方面，奶茶也好，咖啡、鲜花也罢，都是
生活的点缀，不是生存的必需品。当面临经济压力时，这
一块是可以立即被毫不留情地割舍掉的。就我的消费观
而言，20块左右打个滴滴，明显比喝杯咖啡、奶茶实用啊。
同时，大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夏日炎炎，减肥人士要忌口
戒糖，首当其冲被“牺牲”的，又是奶茶。

另一方面，这些业态也在升级迭代。比如老板娘
在奶茶店内还经营着服装、配饰及代购等生意，奶茶店
只占铺面的三分之一，现在也提供芋圆、冰粉等女孩子
爱吃的时尚夏日小食。未来，她的主攻方向还有线上，

“下一步，会线上线下全面发展，也会借鉴直播带货等
模式。”

我不负责任地预测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该担忧
的应该是商铺的业主
了。都说一铺养三代，
可能，在未来的10年、
20年，要改写了。

本报讯 16日下午，常州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反诈骗中心
接到某家居设计有限公司的财
务报警称，有人冒充领导QQ，
以交合同尾款为由要求其汇款
100万元，财务人员通过网银转
账后与老板核对，才发现被骗。

接警后，常州市反诈骗中心
立即召回已经下班的驻点银行
工作人员姜倬程、刘茹霞，协助
开展工作，快速查询资金去向。
这两位来自建设银行常州分行
的员工接到通知后，立即从家中

返回中心，协助民警査询到涉案
资金通过受害企业的对公账户
转入山西某公司在建设银行开
设的对公账户，后逐级转入南通
某材料公司、上海某酒店管理公
司账户，为民警继续追踪资金提
供了明确的方向。经过多方努
力，反诈骗中心成功冻结100万
元涉案资金，后续将按照程序返
还给受害企业。

常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对
姜倬程、刘茹霞做出通报表扬，指
出姜倬程、刘茹霞在驻点市反诈

骗中心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谨慎
细致，尤其是在本案的紧急处置
中，为被骗企业挽回巨额损失，展
现了认真负责、乐于奉献的精神。

17日下午，常州市见义勇
为基金会理事长黄广余来到常
州市反诈骗中心，给姜倬程、刘
茹霞颁发见义勇为奖励各3000
元，高度赞扬他们面对通讯网络
诈骗警情快速反应、冷静应对，
半小时为受害者挽回全部被骗
资金100万元的积极行为。

（徐杨 建萱）

债券市场大幅震荡，波及债券
型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多类资管
产品——5月以来，3000多只债券
基金中，超九成近一个月收益率为
负；近期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发
行的理财产品最新净值低于“1”，
个别产品近一个月年化收益率亏
损超过4%。

与习惯了波动的基金投资者
相比，购买相关银行理财产品的投
资者显然还没适应“眼前的亏
损”。最近，某投诉平台上收到了
不少投资者对相关银行的投诉，他
们不能理解为何“低风险理财”产
品也会暴跌、亏本，要求银行“退
款、解释、赔偿”等。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理财产
品收益波动是正常的市场现象，短
期账面的浮亏并不代表最终会呈
现负收益，消费者应理性对待。此
外，此次银行理财亏损的情况也给
大家敲响了警钟，“打破刚性兑付”
是必然趋势，银行方面应加强投资
者教育，帮助投资者积极适应，培
养新的投资习惯。

投资者“心烦意乱”

1月中旬，市民杨女士在我市
某城商行配置了一款债券型资管
产品。“‘双录’时，理财经理介绍该
产品中等风险，挂钩各种各样的
债，投资期限1年半，100万元起

购，往期年化收益率达5%。”杨女
士坦言，最开始3个月，产品收益
表现很好，账面总收益超过3万
元。“尤其是2月份可转债行情好，
最多一天能赚五六千元。”

可到了4月底，债市行情急转
直下，该产品也免不了受牵连。“最
多一天跌掉7000元，整体收益最
少时不足10000元。我虽然有二
十几年的投资理财经验，能理解波
动，但天天看着亏钱，心里总不是
滋味。只能等着用时间换收益
了。”杨女士表示，随着6月中旬债
市止跌回稳，该产品目前总收益回
到24000元。

除了银行理财产品，公募基金
的固收类产品，如债券型基金，也
出现了回撤。“3月份，我看债市行
情好，投了点债基，好的时候年化
收益率超过12%。5月初，看行情
不行，就抛了。要是放到现在，本

金都要亏了。”杨女士感慨道。
今年的债市波动，让见过大风

大浪的杨女士的心情如坐“过山
车”，更是让众多投资“小白”慌乱不
安。不少网友称自己购买的银行理
财产品出现了负收益，其中，有的人
急着赎回或转让持有的理财产品份
额，也有人忙着投诉银行。

银行建议看长线

采访中，多家银行理财经理证
实，近期很多客户会咨询债券相关
产品事宜。其中，“为什么会亏
损？”“该如何处置？”是大家最关心
的问题。

“亏损主要是因为债券的价差
收入，它反映的是利率变动对债券
价格的影响。”我市某国有银行资
深投资顾问告诉记者，无论是债券
型基金还是投资了债券的理财产
品，本质上都是持有并交易债券。

而债券的收益包括债券利息收入
和买卖债券获得的价差收入两部
分。“只要债券不违约，每年到期就
能拿到利息，也就是大家概念里的
固定收益，一般不会亏损。但债券
像股票一样可以直接交易。债券
的票面价格，会随着市场供需、资
金流动性以及市场利率上下波
动。债券的票面价格和收益率呈
反向关系。另外，债券还可以加杠
杆。像最近债市的震荡，就是大多
数债券遭到抛售，票面价格下跌，
导致债券净值大跌。”

“债券价格有涨有跌，最终市
场价格会向内在价值回归。投资者
只要没赎回，短期账面的负收益并
不代表实际亏损，长期持有的话，会
涨上来的。像我行净值型理财产品
近几年经历了多轮的股债调整，净
值回撤都控制得较好，产品最终也
都达到了业绩基准。”我市某股份制
银行私人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经
过此次调整，债券的投资价值也逐
渐回升，建议投资者立足长远，理性
对待产品净值短期波动。

投资观念须转变

债市震荡，导致以投资债市为
主的理财产品亏损，被业内人士称
之为一次对银行理财转型的“压力
测试”。一方面，反映出银行理财
真正打破刚性兑付；另一方面，失

去刚性兑付优势，将倒逼银行理财
向权益类转型。

“真不敢相信银行稳健型固收
类产品会亏钱！看来‘非保本浮动
收益’不是空说空话，不仅收益会
波动，本金也可能不保。”市民沈小
姐感叹，今后买银行理财产品不再

“稳赚不赔”，自己要学点理财知
识，认真选购。

“银行理财产品在投资过程中
常常会有收益波动的情况，只是之
前产品估值方式不同，投资者看不
到而已。”据我市某业内人士介绍，
银行理财产品以往对债券多数采
用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债市震荡
会平摊到每一天，净值波动不明
显。而自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
后，绝大部分产品要采用市价法来
估值，金融市场波动会实时传导至
理财产品的净值表现。“投资者应
转变对银行理财产品‘保本保息’
的刻板印象，若想追求比银行存款
略高的收益，就要开始适应净值波
动，承担相应的风险。”

“债市通常以机构投资者参与
为主，散户较少直接参与交易。银
行理财净值化转型过程中，银行也
需要强化交易能力和投资能力。”
我市某证券公司负责人建议投资
者，可选择投资能力强的机构，按
需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

徐杨

本报讯 22日下午，人民银行金
坛支行和常州市金坛中小学生综合
实践基地在金坛区江南明都国际酒
店签署金融知识教育实践基地合作
共建备忘录。这标志着我市首个以金
融知识为主题的教育实践基地启动建
设。届时，该基地将面向全市各教育
阶段学生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和培训。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普及金
融知识，提升居民金融素养，2018
年以来，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
和市教育局联合推动金融知识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工作。工作开展近三

年来，已在我市各辖市区部分中小
学校成功推广多门金融课程，并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

据悉，此次金融知识教育实践
基地的合作共建，人民银行牵头全
市各金融机构选拔组建一支有一定
规模的优质金融讲师队伍；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协调指导基地建设，安
排必要课时用于金融知识教学，并
结合教学实际进一步完善课程设
置，丰富教学形式，为我市广大学生
提供优质的金融科普资源。

（徐杨 人行萱）

开一间奶茶铺
张 琛

债市波动连累部分银行理财产品

“打破刚兑”非“口号”，“盈亏自负”进行时
投资者须理性对待，积极适应，按需进行资产配置

常州建行两位员工
协助公安为企业挽回损失

我市启动建设
首个金融知识教育实践基地

为深入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之年”相关精神，积极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党委、金坛朱林镇沙湖村党总支部
近日举行党建共建活动。

据了解，沙湖村地处朱林镇东
南侧，属茅山革命老区，村级集体
经济薄弱。村党总支下设3个党支
部，现有党员96人，其中预备党员
3人。沙湖村党群服务中心设施陈

旧，不利于各项党群活动的开展，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党委决定今年
帮助建设朱林镇沙湖村党群服务
中心项目。

共建活动当天，交通银行常州
分行党委书记周毅平前往沙湖村
困难户家中慰问，详细了解他们的
生产生活状况、家庭收入水平等情
况，并带去了端午慰问。

交萱

本月，华夏银行常州分行通过一系列措
施，向广大消费者开展了“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月”相关活动。

该行全辖营业网点统一在公众教育区
张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海报，摆放相关宣传
折页，方便前来办理业务的消费者随时取
阅；在电子显示屏上播放防范非法集资知识
短视频，在门头电子滚动屏上循环播放相关
宣传标语，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该行横林
支行位于地方乡镇，老年客户、农村居民客
户较多，支行充分发挥网点特色，针对重点
人群开展重点宣传，大堂经理以通俗易懂、
案理结合的方式为农村消费者解读防范非

法集资要点，帮助他们增长对非法集资危害
的认知，提升依法维权意识。

在邹区灯具城、月星家居广场等大型市
场，华夏银行党员干部和员工们直达现场，
向周边商户和过往群众宣讲防范非法集资、
反洗钱、识别电信诈骗、人民币流通、个人信
息安全保护等丰富的金融知识。该行钟楼
支行、金坛支行还走进当地村镇的“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点”，将防范非法集资、守护“钱
袋子”等金融知识带进农村的千家万户，引
导他们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和理财观，保护好
自己的血汗钱。

华夏轩

结对共建促发展 脱贫攻坚奔小康
——交通银行常州分行党委与金坛朱林镇沙湖村党总支部举行党建共建活动

防范非法集资 责任在我心间
——华夏银行常州分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

近年来，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日益呈现产业链化、高
科技化、多渠道化和蔓延化的趋势，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
安全和合法权益。

为进一步提升银行消费者金融素养和安全意识，构建更
趋完善的宣教体系，兴业银行常州分行根据常州市银行业协
会关于《2020年常州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的通
知》要求，有效利用网点宣传渠道，全方位营造营业网点金融
知识宣传氛围，于本月组织各网点开展了2020年银行业普
及金融知识万里行系列宣传活动。

兴业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与新北支行联合组织客户开
展户外活动，以玩中学、学中玩的创新方式，把科学理财、如
何防诈骗、转账支付安全等金融知识带给客户。该行清潭新
村社区支行举办老干部曲艺团座谈会，通过线下沙龙的形
式，向老年人宣传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等金融知识。溧

阳景鸿花园社区支行开展走进阳光城市配套的竹田桥公园，
向周围的居民讲解理财、征信、防范电信诈骗案例、支付安全
等多方面金融知识，为居民现场答疑。怀德名园社区支行走
进代发工资合作单位进行宣教，向该公司员工发放宣传单
页，进行转账、支付、理财等金融知识讲解，受到现场员工的
一致认可和好评。

除了线下活动，该行还通过公众微信号发布了多篇普及
金融知识的文章。内容包含了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守住“钱袋子”、防范非法集资、支付安全知识等。通过
普及金融知识，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此外，该行还通过营业网点LED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
语和相关知识视频；在网点大堂摆放宣传小折页，由工作人
员向来行办理业务的客户宣传相关知识。

兴萱

金融知识万里行 兴业银行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