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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年末考核、跨年资金准备及春节较早等因素
叠加，2017年年初市场资金面显得颇为紧张。如何才
能在年底快速办理贷款？不妨找个贷中心免费咨询
一下。个贷中心针对年末资金需求困境推出优势产
品，额度高、放款快速、有无抵押都能轻松贷到款。银
行利息低至3厘，最快2.5小时可拿钱。急需贷款的
个人和小微企业拨打电话028-86748844，或者直接
去体育场路2号成都银行4-7楼（天府广场旁）咨询。
■有房就能免费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理，有证、无证都能申
请20万元的信用贷款，无需手续费，免费帮你办理！
立即拨打028-86748844咨询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轻松办贷款，想贷款可凭借每月工资放
大60倍办理，月息最低2.5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
放大贷；还可用个人商业保单贷款，将年缴保费放大
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行共同推出银
行贷款，只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
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中任意一样，
均可办理；资料齐全，当天可放款。个贷中心推出包括
信用、保单担保、动产抵押、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合
担保方式的多个贷款品种。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金，也可拨打
028-86748844 申请汽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
2.5小时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心还打通各家
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
以及装过GPS的车都可申请汽车抵押贷款。市民张
先生急需要资金周转，奔驰车被查封，通过个贷中心
向银行申请到35万元的应急贷款。
■中国式合伙人

个贷中心聚焦全国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正逐
步在昆明、贵阳、泸州、重庆、西安、深圳、广州等地区
建立集团分部。个贷中心现已开启中国式合伙人的
战略模式，欢迎各地区有志之士加入，让我们一起在
个贷中心的平台，提升自己与公司的价值，共同成
长，共享未来。合作热线：028-86748844。

成都商报社领取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成都商报社已对申领记者
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拟领取新闻记
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17年1月5日~7日。
举报电话：028-86781562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
王春 余小红 袁伟 张杨 张瑾 李彦琴 王超 王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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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
时间是最好的解
药，再深的伤，也

能被它抚平。但对于很多A股投资者来
说，一年前的昨天，突如其来的熔断所造
成的伤害，直至今日依旧没有痊愈。不是
伤口不愿意痊愈，也不是大家不想忘记，
而是绿油油的账户就像一把盐，时刻洒
在大家的伤口之上，痛彻心扉。

经历了2015年的疯狂、2016年的煎
熬，达哥觉得此时还坚持在市场上征战
的各位，都是真的勇士。去年的昨天，大
盘的暴跌开启了2016年股市的忧伤之
旅，希望2017年年初的两连阳，能是一个
好的开端！

近期有媒体统计了历年A股走势，通常
1月份市场走强，全年A股总体也会走好；而

1月份走跌，当年A股大概率表现会较差。
咱们还是回到市场。昨天，A股市场继

续艳阳高照，沪指上涨22.87点，以3158.79
点报收，涨幅0.73%。同时，小盘股总算一扫
阴霾，出现较强反弹，创业板指数上涨28.31
点，以1991.57点报收，涨幅达1.44%。

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交易日，一只
老牌绩优股昨日创出历史新高，主力机
构还发出了神秘“数字密码”，同样是意
义非凡。

这 只 老 牌 绩 优 股 就 是 贵 州 茅 台
（600519）。有意思的是，做多茅台的主力
资金很花了一些心思。昨日，茅台股价报
收于351.91元，涨幅刚好是5.19%，包括茅
台的股票代码“600519”，都有“519”三个
数字，这似乎也是向市场发出了神秘的

“数字密码”——我要酒。

在达哥看来，茅台的存在，证明股市
中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确实值得你长期拥
有。同时也再次证明一个道理，知易行
难。所有人都知道，茅台业绩确实好，值
得拥有，但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永远
都是少数人。

发了一通感慨，接下来说说后市。连
续两天反弹，市场暂时安全了。昨天，人民
币汇率大幅走高，美元兑人民币离岸价明
显下挫。截至达哥写稿时，最低已经逼近
6.91。未来如果人民币汇率能够走强，对于
A股市场的持续走强，也是有正面支撑的。

需要注意的是，昨天港股市场出现
小幅调整。此前，恒生指数已经实现五连
阳，所以昨天略有调整，应该是正常的。
这其实也就是说，A股市场如果连续反弹
之后，出现短线的调整，大家也不要感到

太意外。
我个人认为，接下来沪指在3180点

附近可能会遇到第一阻力位。再往后走，
则要看消息面是否又有新的变化了。昨
天有消息称，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将会提名一位鹰派人物罗伯特·莱特
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在达哥看来，如
果鹰派人物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且主张
对话贸易强硬，那么全球发生贸易摩擦
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这需要大家提高
警惕。 （张道达）

A股熔断一周年 上涨是最好的安慰

年末急用钱？
找个贷中心，专业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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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A股迎来“开门红”，沪深股市
均两连阳。从新年头两天的交易情况看，
也似乎印证着国际投行、海外投资大佬
们对2017年中国市场前景的看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2016年
底以来，多家外资机构在策略报告中表示
看好中国股市在2017年的表现，认为中国
经济将在转型中稳增长。法国里昂证券
（CLSA）全球策略师克里斯多夫·伍德及
邓普顿新兴市场集团执行主席马克·麦朴
思均认为，未来一年时间里，仍看好以消
费、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板块。

中国经济正稳步向好

在安本资产管理亚洲公司治理主管
戴维·史密斯看来，2017年是包括中国股
市在内的亚洲市场充当主角的时候。“这
些市场生机勃勃，有着相对欧美市场更
强劲的GDP增长力，而相对优越的人口
红利则利好社会整体的消费、中等收入
人群的增长、城镇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戴维·史密斯在接受著名财经
杂志《巴伦周刊》专访时表示。

近几年，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速

放缓的问题多有担忧，但从2016年下半
年以来，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显示中国宏
观经济增长有所改善，高盛、摩根士丹利
等国际大行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预期。以每周简报“贪婪与恐惧”（Greed
& fear）闻名投资界的法国里昂证券
（CLSA）全球策略师克里斯多夫·伍德认
为中国的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在
2016年9月由负转正，此后大幅度稳定增
长是中国经济正稳步向好的表现。而这
是自2012年以来，中国PPI首次转为正数。

“PPI转正不仅是因为强劲的需求，同
时也是中国正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功劳。”克里斯多夫·伍德称，特别是煤
炭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克里斯多
夫·伍德认为，2017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去

产能将持续深化，预计这也将持续为PPI
的上涨提供动能。此外，制造业的投资复
苏也为PPI的上涨贡献不少。因此在克里
斯多夫·伍德看来，以上这些因素都会为
2017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打下一定的基础，
他也上调了2017年中国市场的评级。

看好消费和信息技术板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一直
以来致力于新兴市场研究，同样看多中
国市场的邓普顿新兴市场团队执行主席
马克·麦朴思也在该团队发给记者的

《2017新兴市场股票投资展望》中表示，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的发
展，特别是地区财富人群的增加，会为消

费类股票带去大量上涨机遇。从这点看，
马克·麦朴思与克里斯多夫·伍德的观点
相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麦朴思在文
中提醒称，需谨慎近期股价过快上涨的
中国互联网板块。

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集团在2017年
投资展望报告中称，在全球股票类别中，
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市场的股票有更多
投资机会，长远而言，亚洲小盘股将受益
于经济的稳健增长。

而中国股市方面，最近多年增长强
劲的信息技术板块不仅是中国市场甚至
仍是全球市场将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板
块，但对中国银行股保持审慎态度，原因
是不良贷款增加会使对中国金融企业的
前景展望下降。与银行一样，中国房地产
行业已经从漫长的低潮中显著复苏，但
仍保持观望，部分是因为担心过度杠杆
和监管的风险。

此外，贝莱德智库也在其2017年全
球投资展望报告中看好中国的周期类板
块，因不断深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
度，贝莱德智库预计能源和原材料业将
受益于通货再膨胀及改革红利。

（每日经济新闻）

看好2017年中国股市
外资机构大佬青睐“新经济”板块

■亚洲市场生机勃勃，有着相对欧美市场更强劲的GDP增长
力，而相对优越的人口红利则利好社会整体的消费、中等收入人群
的增长、城镇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最近多年增长强劲的信息技术板块不仅是中国市场甚至仍
是全球市场将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板块。未来一年时间里，仍看好
以消费、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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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称基层员工她自称基层员工，，但公司高层开会时但公司高层开会时，，她会大步流星走进会议室她会大步流星走进会议室，，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大家大家
都知道我是属于公司培养中的二代都知道我是属于公司培养中的二代。”。”在这个家族企业中在这个家族企业中，，她正在努力塑造自己的角色她正在努力塑造自己的角色。。

成都兰花草国际家居二代创业者

兰花草创始人吴俊
燃最初从达州杀进成都，
家里的人一路跟随。现在

公司员工有400多人，家里人就有20
多个。作为家族中最重要的二代，在工
作中，如何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吴宛翼
首先谈到母女情深，“以前一直和母亲
住在一起，直到结婚几年后才搬出去。
我们没有秘密，什么事情都会交流。”

“既然身在这个家族，妈妈的事
业肯定希望我来帮忙。在弟弟成长
起来之前，妈妈也必须由我来辅
佐。”成长于单亲家庭，弟弟远赴美

国读书，自己又是长女，吴宛翼觉得
自己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从
小就没叛逆过，可能是一路看到了妈
妈的很多努力。”不过，两人也有过一
些意见上的冲突，“比如想法啊，用人
啊。”吴宛翼说，两代人可以互补。”

前不久，一家深圳的供应商邀
请优秀商家过去上课，吴宛翼受邀
参加，分享了自己的产品案例。当
时，她熟稔地谈起了自己的工作，课
件讲完，她还被评为优秀讲师。在这
个家族企业中，吴宛翼已经慢慢找
到了自己的感觉。

兰花草吴宛翼：
不会拐弯抹角
从基层开始亲力亲为

她之前并不想从商
梦想周游全世界

““对母亲创业艰难记忆犹新对母亲创业艰难记忆犹新””

记者
手记

其实，吴宛翼以前并不想做生
意。她说自己从小梦想单纯，小时候
一心一意练好舞蹈和钢琴，想的就
是以后可以背着背包，周游全世界，

“所谓的理想，就是通过弹琴来挣路
费，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

她从商，既是为了承继母亲的
意愿，也是作为长女，承担家庭责
任。她去英国留学，其实最想学的是
艺术，但后来听从母亲的意见，选择
了商科。包括多次回来工作，在岗位
的选择上也多是遵从母亲的意见。

她说起小时候的一个细节：每天
母亲会给她5元零花钱，有段时间临
近考试，母亲说以后不给她零花钱
了，她也没问原因，也没抵触，自然地
接受了没有零花钱的日子，“我想的
是，不拿就不拿吧。”

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母亲的地位
非比寻常。她既是折服于母亲在经商
上的能力和精明——“妈妈做的决定
都没错过，我也很相信她”，也是因为
与母亲当年相依为命的成长记忆。

她仍然对母亲创业之初的艰难
记忆犹新。以前母亲还在达州拼搏
时，她每天放学回家，母亲根本没时
间管她，她只能自己写作业，自己玩
耍，写完了就在“布堆堆”里面睡着
了，等妈妈下班，“她说的一会儿，一
般都是两三个小时。”

自从母亲带着她，从达州到成都
来打拼，已经过去10多年，在这座城
市，现在她们已经完全立足。在残酷
的商海历练中，她仍保留着最后的个
性：不喜吵闹，很少出去聚会，下班后
大部分时间都回家带孩子，教女儿弹
钢琴——只有从母亲为她布置的前
台走下来后，她才回到了自己的另外
一面。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张建

最近，某家居商城搞了个
“G20新力量”选拔，在20名青
年创业家和二代企业家组成的年
轻团体中，兰花草国际家居的吴
宛翼也在其中。留言中不少“疯
狂”的表白，其中一条形容她“韵
中生韵，香外生香”的留言被点赞
数十条置顶。

尽管在成都生活多年，吴宛
翼还是能说一口地道的达州话，
语速快，刚猛，说话连珠炮一般，
这有点像她的性格，“我属于很豪
爽、义气那种人，不会拐弯抹角。”

今年 4 月底，南门
某高端楼盘要打造一套
200 多 平 方 米 的 样 板

间，找到兰花草做软装，公司把这个
任务交给吴宛翼。自从去年 9 月把
女儿送进小学后，吴宛翼不再当全
职妈妈，重新回到公司上班，这也是
她第三次回来。

开发商只给了一个多月时间。
吴宛翼庆幸自己运气好，去年她定
了一批美国货，当时刚好运回国内，
这让她吃下了定心丸，她认为这既
是契机，也是一个缘分，“这样才敢
接这个单。”

但对设计来说，这里存在一个
先天不足：房间里的所有家具摆设，
必须从现货里挑，而且会遇到一些
比例并不是很协调的障碍。她说服
对方，不能为了讲究 100%的纯进
口，而失去整体房间的协调性。他们

听了建议，补充了一些国产的东西。
吴宛翼从公司选了几个人，临

时组成一个团队，他们前后只有十
几天做方案，但第一稿在她这一关
就没过。她把楼盘客户定位在中年
人群，对美式品牌，这个年龄段的人
有自己的审美，而这个方案“感觉比
较老气，不时尚”。

于是，她让设计人员重做，“哪
些需要修改，告诉他们哪些色彩不
对、尺寸不对，前期我算比较苛刻。”
她认为，这样的较真是必须的，“如
果内部都无法认同的东西，绝对不
会给对方，不可能说‘将就’。”

方案多次反复修改，去跟客户谈的
时候，她把前后两套方案都带上了，结
果大家的眼光是一致的。对方先看第
一个方案，也不喜欢，她拿出第二个方
案，大家都说好多了。吴宛翼有了小小
的成就感，“之前的较真是对的。”

前不久，公司的一
名员工离职，原因大概
是公司领导问她最近业

绩怎么样，没想到她顶了一句，说
“我不晓得”。领导有些生气，说：“既
然你是销售，难道不关心自己的业
绩？既然你连业绩都不知道，你就下
岗吧。”结果这个人就去辞了职。

吴宛翼接到同样在公司上班的小
姨的电话，问她怎么看这事。她想起之
前跟这名员工相处过的一些细节，“很
多时候我找她说事情都小心翼翼，生
怕把她得罪了，而她也不愿意加班。”

说到加班，吴宛翼跟其他人的
观点不一样，“我始终相信朝九晚五
出不了成绩，你不要看那些大企业，
人家休好多年假，怎么玩，你有没有
看到人家灯火通明的时候，你有没
有看到北京 CBD、上海金融中心，
哪栋楼晚上是黑灯瞎火的？白天是

正常的工作时间，但晚上可能是你
创造价值的时间，何况也不是天天
加班，既然到这个团队来了，哪个公
司没有需要临时加班的情况。”

在电话中，她直截了当告诉小
姨，“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是对的，绝
对不会挽留她。如果领导说错了，
我以怎样的方式去指出，很多时候
要讲究方法，不是说用‘个性’。个
性是什么？我的个性很直接，个性
就是‘冲’，社会上不是个性‘冲’每
个人都会原谅你，所以我很看重工
作态度。”

她快速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很多有能力的
人，但是如果你有能力，还有一份好
的态度，能给团队创造价值，能相处
愉快，我肯定会选择后者。我非常重
视工作态度好的人，工作完成的好
不好是一回事，态度是一回事。”

这一轮可能是吴宛
翼回公司后上班最久的一
次。2008年毕业后她就结

婚了，中途因为生了孩子，只断断续续
上过一阵班，在公司里她也尝试过好几
个岗位。去哪个部门，她说都有母亲的
安排，采购是公司的核心，因为她会英
文，她也一直在参与和接触。

母亲吴总对她的建议是，年轻人
可以先从产品上面了解，这也是公司
的核心，“我也是一个员工，做进口品
牌，可以看到公司在这方面一步步成
长，进一步耳濡目染，了解操作流程。”

她现在担任的职务是“进口采购
经理”，尽管自称基层员工，但公司高

层开会，她仍然大步流星走进会议
室，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大家都知
道我是属于公司培养中的二代。”

对于自己在公司的角色，吴宛翼
毫不避讳，“我现在从基层开始做起，如
果把进口做好，肯定会换到另一个岗
位学习。身边的人，我可以去学习，比如
老员工，他们会无私地帮我、教我。”

不管是采购工作跟单，跟各种
商家签订合同，还是亲自为某高端
楼盘做全进口样板间，吴宛翼都希
望尽量亲力亲为。“为什么我要亲自
去？这是我操作的进口产品在成都
的起步，我必须亲力亲为去了解。这
些工作，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苛刻
“这样的较真是必须的”

泼辣
“我相信朝九晚五出不了成绩”

责任
“必须亲力亲为，不能纸上谈兵”

接班
“身上应该担负起更多家族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