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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
汉”。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碰到
临时周转急用钱的情况，如果恰
巧碰到手头没有抵押品、亲朋好
友资金又不方便，除了干着急，我
们还能怎么办？

眼下，越来越多的平台开始面
向个人提供小额贷款业务，除了大
家熟悉的银行信用贷、信用卡现金
分期之外，不少保险公司也推出了
小额借款服务，可以在极短的时间
里帮大家解决“燃眉之急”。近日成
都商报记者获悉，中国太保产险四
川分公司推出的贷款产品——“太
享贷”，更快更便宜，无抵押、无担
保，快得不敢想象，贷款10万元最
快两小时就能到款。

贷款12万 两小时拿到钱

张女士在成都经营一个茶庄。
最近她急需现金囤货，但由于货款
回收困难，流动资金告急。一开始
张女士想去银行贷款，但到了银行
一问，贷款放款周期至少需要一个
月，生意可等不了那么久。远水解
不了近渴，怎么办？为难时刻，同为
茶庄经营者的朋友向她推荐了中
国太保产险的“太享贷”。

5月11日下午，张女士向中国
太保产险个人信用保证保险事业
部四川分部提交了投保申请。经过
细致认真的审核，张女士名下的自
有住房一套已经结清按揭，另一套
按揭限期超过两年，每次如期还
款，信用记录优良，符合贷款条件。
当天下午4点多，四川分部给张女
士签发了个人贷款保证保险保单，
凭借保单，她拿到12万元的贷款。
从提交申请到完成放款，“太享贷”
用时仅两小时就让张女士苦恼多
日的贷款难题得到了解决。

更快更便宜“太享贷”极易贷

像张女士一样，通过“太享贷”
超快拿到贷款的案例不胜枚举。据

了解，“太享贷”是太平洋保险推出
的一款帮助全社会优质授薪人士、
中小企业主获得金融机构无抵押
贷款的个人信用保证保险产品。投
保人向太平洋保险申请投保并获
得审批通过后，即可凭保单向太平
洋保险合作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无
需任何抵押、担保手续，享受即时
审批、快速放款的优质服务，最高
放款额度为50万元。

作为一款在新兴金融环境中
应运而生的个人信用保证保险，
目前中国太保产险“太享贷”已遍
布北京、苏州、济南、潍坊、贵阳、
昆明、杭州、广州等全国多个城
市，四川分部也在2017年5月10日
正式对外营业，开启了服务四川
客户的步伐。

怎样才能享受“太享贷”的超
快贷款服务呢？据悉，用“太享贷”
贷款，更快更便宜。凡是年龄在22
岁至55岁，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
在现地居住6个月以上，当前工作
在职时间超过6个月或持经营执照
超过12个月的客户，就可申请。此
外，有房就能贷——名下房产在银
行有按揭或抵押贷款就能贷；有车
也能贷——一手车车主，车辆满足
要求就能贷；有保单更能贷——符
合要求的寿险产品，缴费一年以上
就能贷，不限保险公司。

目前个人或小微企业通过
“太享贷”保证保险进行1~36个
月银行贷款 ，根据客户资质情
况，综合费率月息低至1%，成本
远低于小贷公司、民间资本的
30%~60% ，而且保费按天计算，
满足广大客户借款便捷、用款灵
活的需求。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急需用钱又无抵押
找“太享贷”解决燃眉之急

本周，A股市场原本正常运行，一
切似乎都在多方掌控之中。然而，昨天
市场风云突变，沪指大跌45.39点，以
3168.96点报收，跌幅达1.41%，5日、10
日、60日三条均线失守。创业板指数更
是大跌1.6%，以全天最低点报收。

应该说，昨天市场让人有点淡
淡的忧伤，但也不要气馁。因为今天
的市场，将有一次抽大奖的机会，值
得我们期待。

昨天市场跌得很让人郁闷，简
单分析一下，两方面原因所致。

首先，中兴通讯事件仍未完全明
朗。据央视新闻报道，前天晚上，特朗
普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尚未与中国
政府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当
然，中兴通讯的事情，对市场的影响
更多还在心理层面。真正直接影响盘
面的，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据上证报
报道，政府相关管理部门21日下午召
开煤电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控制电煤
价格，要求各方执行相关措施，力争
在6月10号前将5500大卡北方港平仓
价引导到570元/吨以内。

这个消息，引发昨天煤炭期货
大跌，同时联动到A股市场上，煤炭
股集体下挫，并导致市场人气涣散。

俗话说，“希望在明天”，而今
天，真的有一个抽大奖的好机会在
等我们。那就是工业富联（富士康工
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要申购了。

根据公告，工业富联的申购代

码为“780138”，发行价位13.77元/
股，网上申购上限为41.3万股。

工业富联是大盘新股，网上发
行4.1亿股，该股中签率可能会比较
高，413万市值可以顶格配售。另外
由于是沪市新股，中签一单有1000
股，收益可能会比创业板新股高。更
重要的是，工业富联是独角兽公司。

最后，还是说说大盘。大盘好不
容易站上了3200点，昨天一根中阴
线，似乎有终结反弹趋势的征兆。那
么，我们是否该对后市感到恐慌，又
该如何应对？

其实，对未来行情的态度，我始
终坚持一点，就是谨慎乐观，最重要
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中美贸易争
端已经告一段落，但中兴通讯的风波
并未完全明朗；其次，沪指还没有站
上年线，上证50、沪深300也没有站稳
年线，今天一根中阴线，再次跌破年
线。同时，之前反复强调的一点，3月
23日留下的巨大向下跳空缺口，对市
场有很大的压力。第三，经过近几个
月的持续调整后，大趋势还没有走
好，市场心态有待恢复。 （张道达）

日前，新能源汽车材料制造商
长园集团发布公告，公司收到格力
集团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格力集团
拟斥资逾50亿收购其20%股份。

值得关注的是，收购长园集团
进军新能源的格力集团，是格力电
器的母公司，而格力电器董事长董
明珠早在2016年就已卸任格力集团
董事长。众所周知，董明珠对新能源
汽车偏爱有加。2016年，格力电器曾
斥资百亿高溢价收购新能源汽车企
业珠海银隆，不过最终失利。其后，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个人参股珠
海银隆。

格力集团进军新能源，与格力
电器近年来押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存在交集，这份公告使得围绕着格
力集团与格力电器之间的“母子之
争”再度引发热议。很快，上交所发
问询函，针对格力集团收购长园集
团股份的目的、同业竞争问题展开
了问询。

其实，对于格力集团收购长园
集团、董明珠入主珠海银隆，都应值

得肯定与期待。只要是踏踏实实的
做实业，进行高技术研发，这样的企
业家都应值得尊重。但对于企业的
多元化，在具体经营中还是应该谨
慎面对。

目前，珠海银隆经营比较困难，
短期内看不到好转迹象，被媒体频
频曝出大面积减产、多地停工、员
工出走等负面消息，引得外界纷纷
猜测，董小姐的造车梦是不是要

“黄”了。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珠海银

隆的扩张速度过快。董明珠进入珠
海银隆仅8个月，就签下总计约800
亿元的7个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珠海银隆的困境提示企业家当
理性面对跨界造车梦，理性面对动

辄将企业进行全生态链闭合的雄
心，理性把握汽车制造的“烧钱”模
式与扩张速度。应对汽车烧钱，仅有
造车梦与汽车情怀是不够的。

投资者对“烧钱”和多元化的担
忧，还有董明珠高调宣称的500亿造
芯片。近日，董明珠表示，即使今年
不分红，格力电器的平均分红率也
达到了44%。格力要长期持续发展，
但必须掌握核心技术。而董明珠说
的核心技术，就是芯片。

对于投入资金研发芯片，格
力遭到了部分投资者的质疑。董
明珠回应：“哪怕投资500亿，格力
也要把芯片研究成功。当我们能
够掌握芯片，而且我们能把高端
芯片拿下来的那一天，我们就可
以服务全球了。”

确实，芯片与半导体产业至关
重要。我国芯片进口的花费已经连
续两年超过原油，过去十年累计耗
资更是高达1.8万亿美元。格力电器
董秘曾经透露，格力自己一年就要
进口1亿多颗、5亿美元的芯片。

迅速成为“盈利的15%”

草莓音乐节是国内最早进
行商业化运作的音乐节。摩登天
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一
直在考虑在成都举办‘超级草莓
音乐节’，阵容和规模都将更大。”
据了解，在此之前，“超级草莓音
乐节”只在北京和上海举办过。

在业内，草莓音乐节被称为
“最受赞助商青睐的音乐节”。开
办的第一场，就由各类商业赞助
筹集了所需资金。到现在，从赞
助商处获得的收入依然能够占
到总营收的30%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在成都草莓
音乐节现场发现，园区内设有地
产、啤酒、时尚等多个领域八大
品牌的展位。在“集市区”也有多
家互联网企业入驻，开设了吸引
观众的互动环节。

在摩登天空总经理沈黎晖
的估计中，盈利的音乐节不足
15%。但对于草莓音乐节而言，
商业运作的成功使其早早步入

了这“15%”的行列。
据了解，草莓音乐节在第二

年就实现了盈利。到 2013 年的
第五届，三天入场总人数达 24
万人次，票房收入近2000万元，
最终利润 400 多万。除了市场，
摩登天空也备受资本的关注。

早在2011年1月，摩登天空
就获得了天堂硅谷近1000万元的
投资。2014年5月，又获得中国文
化产业基金1亿的A轮融资。2015
年年底，完成与复娱文化1.3亿元
现金B轮融资。2016年10月，又完
成了君联资本投资的C轮融资。

运营和内容也有槽点

比起音乐节本身，似乎一则
“音乐节后112人翻越地铁出口
闸机逃票”的新闻更受到网友热
议。草莓音乐节在运营和内容等
方面也被部分网友吐槽。

记者在成都草莓音乐节现
场发现，厕所门口随时排满了长
队，且味道难闻。观众所站的草
地是一个大“泥塘”，手机信号弱，

延迟几个小时才能收到信息。
草地音乐联合创始人陈芋宇

告诉记者，面对大规模的音乐节
前期筹备、实际开展及举办后的
所有工作，对国内整体行业而言，
组织者的专业能力都是不足的。

草莓音乐节的“玩法”也越来
越丰富。观众除了在草地上野餐、
玩棋牌等，甚至园区内设置了四
川特色的麻将区。摩登天空旗下
艺人臧鸿飞在出场表演时，也花
了一半时间用于脱口秀表演。

有网友认可这些新“玩法”，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娱乐形式
越来越多样，草莓音乐节的内容
反而更匮乏了。“去草莓音乐节已
经不是纯粹为了音乐，草莓现在
更像一个大PARTY，什么都有。”
现场的音乐爱好者告诉记者。

上述业内人士也认为，“不可
否认草莓是商业运作最成功的音
乐节之一。但在资源越来越多，多
品牌联名的同时，音乐反而被弱
化了，长此下去，乐迷是不会买
账的。”

董明珠的“造车梦”与“芯片梦”能圆吗？
□朱邦凌（知名财经评论人）

根据国家有
关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涉及
任何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昨天有点淡淡的忧伤
但今天有机会抽大奖

“盈利的15%”
草莓音乐节解析音乐节

背后的

数量激增，但同质化严重

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
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

“迷笛音乐节”。17 年间，“音乐
节”形式的现场音乐已在国内遍
地 开 花 。据 道 略 音 乐 发 布 的

《2016 年度中国现场音乐报告》
显示，2016年音乐节演出票房达
4.83亿元，全年共举办202场。到
2017年，这一数据再次被刷新，
据小鹿角智库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音乐节已达269场。

现场音乐从业者李扬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国内偏大型的音
乐节大致分三类：草莓音乐节为
代表的专业化连锁音乐节；峨眉
山花海音乐节为代表的城市景
区音乐节；成都汽车音乐节为代
表的产品音乐节。“国内音乐节
绝对还有上升空间，这跟年轻人
将音乐节逐渐作为一种生活方
式、休闲方式有关。”李扬同时认
为，数量上升也带来了音乐节质
量下降、同质化严重等问题。

“热闹的生意”盈利却较难

“ 赚 钱 的 音 乐 节 还 不 到
15%”。早在2012年，摩登天空总

经理沈黎晖就这样估计。
其中亏损的代表，是 2012

年的大爱音乐节。据多家媒体报
道，这台音乐节邀请了崔健、郑
钧、陈冠希、韩庚、范晓萱、苏打
绿、罗大佑等大咖，赚足了眼球。
然而，大爱音乐节不仅没有满载
而归，反而亏得一塌糊涂，甚至
发不出工作人员的工资。大爱音
乐节首席执行官陈述称，因为前
期仓促的宣传和后期票房销售
遭遇黄牛等问题，大爱音乐节亏
损了4000万元以上。

经过6年市场的酝酿，据了
解，除了已成熟的连锁化音乐节
以外，赚钱的仍然是少数。音乐
节这个“热闹的生意”却在盈利
上存在很多困难。但“赔钱赚吆
喝”的事情，为何吸引了如此多
主办方扎堆加入？这背后又蕴含
着怎样的经济逻辑？

春游音乐节给出的答案是
“喜爱”。但对大多数商业性质的
音乐节而言，主办方看重的更多
是人气。“音乐节这三个字就是
一种吸引人的噱头，不管是哪一
类型的音乐节，先做招牌再考虑
盈利，这是很多主办方的逻辑。”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赔钱”依然扎堆上
音乐节背后的经济账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除了
门票收入外，广告赞助、衍生品已
成为重要收入板块。在2018成都
草莓音乐节的现场，记者发现近
二十个品牌在园区里设有摊位，
且设有自己的官方站点，现场售
卖唱片、帽子、鞋等周边物品。

微影数据研究院发布的
《2015 音乐节的那些事儿》研报
显示，票房收入占国内音乐节总
收入的60%~65%，赞助和衍生品
分别占30%和5%~10%。

音乐节带来的隐性影响也值
得关注。《2016年1~8月音乐节现
状及发展趋势综述》显示，由事业
单位举办的音乐节占20%，由传
媒公司和风景区举办的也占到
20%。音乐节已成了地方GDP、推
广旅游资源的“新名片”。

张北草原音乐节、山东即墨
的古城音乐节、峨眉山佛光花海
音乐节等，都在于吸引大量人群，
带动当地旅游等产业发展，提高
城市知名度。“吸引了几万人到现
场，还愁他们不消费吗？”李扬称。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不盈利的”扎堆上？
音乐节背后玄机

经济账

5月19日，成都草莓音乐节在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开唱。
在诸多音乐节中，创办于2009年的草莓音乐节是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品牌，也是其创

办公司摩登天空最具价值的业务之一。2018年，除了上周末（5月19日~20日）在成都和西
安两个城市同时开唱的分会场以外，已在杭州、北京、上海完成了3场音乐节。

近十年的发展，使得草莓音乐节被称为“最受赞助商青睐的音乐节”，同时，运营能力
也在经受考验。

随着夏季的来临，也到了音乐节扎堆的季节。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热波音乐节、
天漠音乐节、咪豆音乐节……一时间，音乐节和啤酒、小龙虾、世界杯等“IP”一样，刷爆了
年轻人的朋友圈。

据了解，2017年国内市场共有音乐节269场，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10多倍。音乐节为何
扎堆出现？眼下的音乐节又如何盈利？对此，成都商报记者进行了市场调研与多方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