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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股”论“金”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陈
龙 黎思宜）4月25日，记者在人民银行
常德市中心支行了解到，一季度全市
信贷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涉农、小
微贷款平稳增长，为实体经济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水。

制造业贷款投放力度明显加大。今
年一季度，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107.5亿
元，新增8.8亿元，同比增长10.4%。涉
农、小微贷款平稳增长。一季度，全市
涉农贷款余额达818.5亿元，小微企业
贷款达567.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分别增长6.5%、18.0%。个人住房消费贷
款同比多增。一季度，全市个人住房消
费贷款余额470.1亿元，增速比上年同期
和上年末分别提高43.5%和9.3%。

近年来，我市银行机构始终坚持把
支持先进制造业、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主

攻方向，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金融对
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今
年，我市将切实提高金融管理水平，打
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
战，加强金融生态建设，保障信贷投放
平稳健康增长。

全市一季度制造业、涉农、小微贷款平稳增长

市交建投集团

开展企业管理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罗臣 康凯）“你认为

什么样的员工是企业需要的？”“企业员工应该如何提升
自我？”“怎样的员工最终才能分享企业的成果？”4月19
日，在市交建投集团组织的“怎样的员工最终才能分享
企业的成果”企业管理培训会上，湖南文理学院客座教
授欧阳聪一上来就用3个犀利的问题吸引了全体参训员
工的注意。

在3个小时的课程中，欧阳聪教授用他特有的三分
之一的理论知识讲述、三分之一的生动案例分析、三分
之一的学员互动授课方式，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述了企
业对员工的基本要求——诚心、责任、创新、奉献，做好
企业员工的五个要素——信心、能力、沟通、合作与创
造。课堂上，大家被欧阳教授的幽默、风趣的语言所感
染，欢声笑语不断，掌声如潮。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今
后工作中，将牢记自己的企业员工身份，脚踏实地做好
本职工作，为企业的转型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常德农商银行

获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本报讯（记者 黄媛媛 通讯员 陈兰）近日，记者在

常德农商银行获悉，该行团委被共青团常德市委授予
“2018年度常德市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成为此次评选
中唯一一家获得此项殊荣的银行。

2018年，该行团委在行党委和上级团委的正确领导
下，以“服务金融工作、弘扬企业文化、丰富职工生活”为
中心，充分发挥“服务青年、引导青年”功能，合理搭建团
组织机构，制定了《团支部考核方案》，实现科学管理。
围绕业务指标，该行组织了金融知识及产品进社区、学
校、商圈、街道等系列活动，并在三月学雷锋、五四青年
节、建党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志愿服务、青年联谊、
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主题宣传。该行还积极创建申
报“诚信好青年”“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开展青年网
上团课大学习，组建服务礼仪队，塑造文明礼仪形象，进
一步激发青年员工斗志，做好党的助手，推动常德农商
银行的转型发展。

平安普惠常德机构

敬老院里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刘霞）4月20日，平

安普惠湖南分公司常德机构11名志愿者来到鼎城区花
岩溪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并为老人们送上毛毯、保温
水壶等慰问物资。

当天，志愿者们与老人们亲切交谈，为他们打扫
房间，详细了解老人们生活和身体状况等方面的情
况，嘱托他们饮食注意卫生、行动注意安全。此次慰
问活动送去的是志愿者们对老人们的关心和温暖，弘
扬了关爱老人的传统美德。志愿者们纷纷表示：“服
务无终点，奉献无终点，我们期待更多的爱心人士参
加到敬老志愿服务的活动中来。”

大唐在过往的文章中多次谈到
过，大消费行业是我的投资首选。其
中，白酒行业作为业务简单，发展前
景明朗，上市公司报表透明，赚钱方
式易于理解的行业，其龙头公司贵州
茅台和洋河股份一直占据着我的重
要股票仓位，接下来的几篇中，我就
自己的初浅的认知，谈一谈白酒行业
的基本投资逻辑。

为什么高端白酒是一门好生意

呢 ？ 在 大 唐 看 来 有 几 点 是 很 确 定
的。首先，超高的毛利率可以说是
躺着赚钱。白酒说到底无非就是粮
食发酵的酒精，食用酒精、水，勾兑
一下就成为了动辄上千元的高端白
酒，当然毛利率高。而且高端白酒
主要喝的是品牌（对应面子，或者高
端点叫文化内涵），以及口味（对应
酒窖和制作工艺），所以茅台就有这
个高毛利率的定价权。不少人还觉

得茅台不如五粮液好喝，但是茅台
就是国酒茅台。

其次，白酒生产和研发技术基本
上是很少变化的，很难被新技术替
代。数码相机出来后，柯达乐凯等胶
卷生产商应声垮塌；智能机代替功能
机，诺基亚倒下了，苹果起来了。科
技行业的公司，一个新的技术路线出
来，原有技术路线的龙头可能好日子
就到头了。而反观高端白酒的生产

和 技 术 革 新 就 不 需 要 操 那 么 多 心
思。白酒那么多年，还是那个白酒，
产品技术方面本身貌似没多大变化。

另外，超好的企业现金流好和不
怕有存货是白酒行业的另一巨大优
势。企业现金流好，代表在产业链中
议价能力高。是人家渠道商求着你
来拿货，所以得有预付款。你不愿给
白酒企业垫钱干活，多的是人愿意
干。而且高端白酒企业不像很多行
业，存货放久了都要打折甩卖，用来
生产成品酒的高端基酒时间越长越
升值。

综上所述，高端白酒无疑是一门
真正的好生意。

（本文系个人观点，据此操作，后
果自负。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基金定投有懒人理财之称，价值
缘于华尔街流传的一句话：“要在市
场中准确地踩点入市，比在空中接住
一把飞刀更难。”如果采取分批买入
法，就克服了只选择一个时点进行买
进和沽出的缺陷，可以均衡成本，使
自己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即定投
法。一般而言，基金的投资方式有两
种，即单笔投资和定期定额。由于基
金“定额定投”起点低、方式简单，所
以它也被称为“小额投资计划”或“懒
人理财”。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具有类似长期
储蓄的特点，能积少成多，平摊投资成
本，降低整体风险。它有自动逢低加
码、逢高减码的功能，无论市场价格如
何变化总能获得一个比较低的平均
成本，因此定期定额投资可抹平基
金净值的高峰和低谷，消除市场的
波动性。只要选择的基金有整体增
长，投资人就会获得一个相对平均
的收益，不必再为入市的择时问题
而苦恼。由于定期定额是分批进场
投资，当股市在盘整或是下跌的时

候，由于定期定额是分批承接，因此
反而可以越买越便宜，股市回升后
的投资报酬率也胜过单笔投资。对
于中国股市而言，长期看应是震荡
上升的趋势，因此定期定额非常适合
长期投资理财计划。

虽然，基金定投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
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基金定投
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更不是替
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由于基金定

投本身是一种基金投资方式，因此不
能避免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
种风险。

举例来说，若每隔两个月投资
100 元于某一只开放式基金，则每次
可购得的份额数分别为 100 份、105.3
份、111.1 份、108.7 份、95.2 份和 90.9
份，累计份额数为 611.2 份，则平均成
本为 600÷611.2=0.982 元，而投资报
酬率则为（1.1×611.2-600）÷600×
100%=12.05%，比起一开始即以 1 元
的申购价格投资 600 元的投资报酬率
10%为佳。

（注：基金投资有风险，过往范例
仅供参考，不作为基金投资收益率的
暗示或保证。）

（本报记者 朱璐露 整理）

阳光财险常德中支

观察入微破猫腻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文伊琳）近日，阳光

财险常德中支破获一起酒驾案件，挽回损失12万元。
当日，阳光财险常德中支理赔部接到汽车事故报

案，查勘员立即赶赴汉寿现场调查。车主声称自己在
正常直行行驶过程中不慎与桥墩发生碰撞。查勘员
察觉该车辆受损非常严重、车辆气囊全部弹出，但该
路段路况较好，往返车辆不多，车辆准备过桥时车速
不会很快，事故呈现的状况与车主声称的正常行驶情
况明显不符。因事故现场交警未进行酒精测试，阳光
财险常德中支立即召开内部碰头会议，将该事故情况
联系汉寿合作方，要求将驾驶员带回队中进行测试。
经检测，该车主为酒后驾车，驾驶员自愿放弃商业险
索赔，现场拨打了95510撤销报案。

本报讯（记 者 朱 璐 露 通 讯 员
罗聪）近日，记者在人民银行常德市
中心支行获悉，2018 年，全市银行机
构 共 受 理 金 融 消 费 投 诉 案 件 685
件，办结 685 件，投诉案件解决率达
到 100%。

2018 年，全市各银行机构设立或
指定了专门部门承担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职能，设立专岗专人承担金融消
保工作，内控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
银行常德市中心支行在加大与全市
银行机构信息双向共享的基础上，加
强与地方政府、市场监管部门联系，
进一步挖掘多方资源，共同推进金融
消费维权工作，建立了常德市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中心第三方协调机制，支

持各银行采取非诉途径解决金融消
费纠纷。同时，各银行机构均制定了
金融消费者群体性投诉事件应急预
案，为处理群体性投诉事件提供工作
指引。

全市银行机构基本形成“1+N”
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模式。“1”是借助

“保护钱袋子”“金融知识普及月”主

题活动，开展集中宣传，“N”是依托
金融互联网点开展阵地宣传。同时，
各银行机构加强金融知识纳入省国
民教育体系工作，积极参与金融知识
进校园等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应。
2018 年，我市各银行机构均建立了金
融消保投诉分析制度，金融消费权益
监督检查和评估工作进一步加强。

我市金融消费投诉解决率100%

知识 讲堂 关键词 基金定投

农发行常德分行

助力石门妇保院搬迁建设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罗先国 丛鹏飞）日

前，农发行常德市分行向石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
发放3亿元健康扶贫中长期贷款，用于石门县计划生育
和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项目建设。

石门县原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院始建于上世纪50
年代，规模小、人员少、经费不足、建筑陈旧，已远远不能
适应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为了更好地为全县妇
女儿童健康保驾护航，创建全省一流的县级妇幼保健
院，石门县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院决定整体搬迁。在
农发行信贷资金支持下，项目得以顺利实施。该项目
总投资 3.78 亿元，占地面积 5.29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
后，服务区域将涉及石门县城区永兴街道、易家渡镇、
夹山镇、新关镇、新铺乡，直接服务 5 区域 81607 人，提
高妇女儿童保健管理能力，降低孕产妇、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及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维护家庭和社会和
谐，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4 月 19 日，财鑫金控集
团、临澧县相关单位负责人以
及13家银行机构的行长与临
澧经开区24家中小微企业负
责人举行座谈及实地调研，共
同分析临澧经开区内企业生
产发展面临的问题，现场疏通
融资堵点。与会企业初步意
向融资需求达7900万元。

本报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赵侗芳 摄

本报讯（记者 朱璐露 通讯员 赵
兴平）4月23日，人保寿险鼎城区支公司
主要负责人来到该公司一承保对象家
中进行慰问，并送上百万元理赔款。这
是该公司首例百万元理赔案件，也是常
德寿险市场第2个超过百万元的赔案。

3 月 21 日凌晨，鼎城区草坪镇发

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出租
车在行驶途中不慎驶入山沟与树木
相撞，出租车辆起火燃烧，当场导致
出租车驾驶员烧伤、男性乘客被熊
熊大火吞没。鼎城区公安局交警大
队随即发布了协查通报，核实乘客
身份。

人保寿险鼎城区支公司接到协查
通报后，快速发动员工有效搜索排查。
经 DNA 鉴定，事故中身亡的乘客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在人保寿险鼎城区
支公司投保了“人保寿险百万身价两全
保险（B款），年缴保费3100元，基本保
额为 10 万元。事发后，人保寿险常德

中支公司领导和鼎城区支公司人员多
次对其家属进行看望、慰问，中支客服
部人员在“公安部门尚未下发交通事故
责任书”的情况下，连续数天走访多家
部门和单位、面访数位知情人员，认定
事实，锁定证据，并提前向中支公司总
经理室报备，通过快速通道，及时结案。

百万赔款速到位 雪中送炭慰亲人

一门真正的好生意
——白酒的投资逻辑之一

□大 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