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拒绝贪婪

做个理性投资人

1987年电影《华尔街》演
绎的那一场争斗与豪赌，直至
今天仍影响着一众热血人士
为跻身投资圈而费尽心力。雷
曼兄弟破产两年后，它的续集

《华尔街：金钱永不眠》登陆全
球院线，两部相隔23年关于华
尔街的电影，却围绕着同一主
题：贪婪。

纵观三国时期，很多叱咤
一时的猛将也往往终结于贪
婪，其中吕布最为典型。虽有

“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之雅
号，但二弑其主，将他贪婪、反
复的本性暴露在世人面前，以
至于最后英年早逝。

不可否认，贪婪是人性的
一大弱点，市场上总是不乏追
求短期暴利的投资者。虽然我
们说在通货膨胀不断使资产
贬值的时代，不投资是最大的
风险，但投资一定不能是盲目
和激进的。

曾有一位知名的基金经
理说过，“虽然我们明白要在
别人恐惧的时候出手，但一切
可能还太早，远见太远也是一
种贪婪。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失
落了十年也没有复兴，谁知道
美国、欧洲会失落多少年呢？”

如果带着暴富的远大愿望进
行基金投资，未来的潜在风险
不言而喻。如果认清大势方
向，拒绝“贪婪永不眠”、长期
持有绩优品种，或能有效回避
因为贪婪而带来的潜在风险。

一个数字：团购成网络经济

新热点，检索量半年增加7倍
一个特点：女人最爱团购，

77%的“团粉”为女性

一种现象：难挡低价诱惑，需

要的不需要的统统购买，“团奴”

并没少花钱

鹃团购对象

45元的电影票15元能买到；

139元的火锅39元搞定……越来越

多的网民捡到了“大便宜”。团购

网，在国内“登陆”不到一年，已迅

速成为热点。百度数据显示，今年
1到5月团购日均检索量为6 . 5万

人次，而6到10月，这个数字已达

到近52万人次，猛增7倍。团购网

为什么这么火？哪些人是团购的

主力军？消费者在“捡便宜”的同

时，又会面临哪些问题？

鹃谁最爱团购

77%的团购者为女性。“今天你

团了吗？”已经成为潮人们的口头

禅。在一家媒体广告部工作的王女

士，每天到单位必干的事儿就是浏

览团购网。前不久，她又在团购网上

买了一件衬衣，原价78元的衣服25

元买到。她刚换的发型，是在一家大

型美发连锁机构做的欧莱雅套餐，

原价568元，团购价88元。她和同事

每天都要看团购网大全，上面涉及

的团购网站有近800个。每到午休

时，她就会打开一个个团购网站，慢

慢比较。QQ上，和好友聊得最多的

话题也是哪个团购更划算。这正符

合了百度搜索统计：每天上午11点

到下午1点是团购搜索的高峰。搜索

和分享团购信息，让不少上班族的

午休时间有事干了。团购不光吸引
了这些女同胞，男士们也不落后。

“我们办公室几乎每个人手机短信

里，都存着团购的影城预约券，每张

票只需十五元，就可以看任一场次

的电影，包括3D。”王女士说，男士们

也经常团购影票、餐券，陪女朋友可

省了不少钱。据知名团购网站24券

统计，他们网站的团购用户，77%为

女性。而职业以白领为主，占到68%。

鹃团购省钱吗

价格便宜成近七成人团购理

由，团购靠什么吸引人——— 便宜。

李清(化名)和女友上大学时就开

始相恋，今年一毕业，家里就催着
他们结婚。到现在为止，女友还没

找到工作，李清目前一个月工资
不到2000元，俩人都来自农村，家

里都赞助不了他们多少钱。俩人

一商量，直接领证算了。但李清很

愧疚，哪个女孩不希望披上婚纱，

留下最美丽的时刻。可是婚纱照

几千元的价位，让李清望而却步。

无意中，他听同事说，有家影楼参

加团购网的活动，1999元的套系，

现价只需299元。李清立刻让同事
帮他订了一套，虽然只能预约到

明年，但女友听到这个消息，高兴

得都蹦起来了。为吸引网友，团购

网标出的优惠幅度都比较大，有

些活动甚至推出1折。

据调查显示，价格便宜吸引
了近七成的用户参加团购。“总体

来看，团购的人多是年轻人。”预

约火锅餐厅也参与了团购活动。

这家单位的总经理介绍，团购的

人大多比较年轻。统计显示，在年

龄分布上，26岁到30岁这个年龄

段最多，占到38%(其余为19岁到22

岁，14%；23岁到25岁，26%；31岁到
35岁，17%；36岁到40岁，5%)。而据

调查显示，团购用户本科以上学

历占到近六成，月收入超过3000元

的超过一半。

只有四成人团购物品是真正

需要的。王女士最爱“吃”，几乎每

个美食团购都让她欲罢不能。“到

底是省钱还是费钱。”王女士有点

后悔，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据调

查显示，对于团购的物品，只有

40%的人是真正需要。虽然没有购

买计划，但看到吸引人的团购活

动，52 . 6%的女性会控制不住自己

掏腰包，而只有15 . 6%的男性抵制

不住诱惑。

鹃都能团购啥

餐饮美食成关注热点。参加

团购后，王女士觉得，自己花钱速

度飞快。前阵子，她仔细回想了一
下，自己的钱都花在哪些地方了。

美食券300多元，电影票100多元，

化妆品500多元……王女士仔细
一查看，发现她团购的美食券还

真不少。据调查发现，餐饮美食是
网民最为关注的团购产品，关注
占比达32%。然后是电影票(25%)、

化妆品(16%)、服装鞋帽(13%)、摄影

写真(7%)、美容美发(6%)。

鹃你未来还会不会团购

数据调查显示，72%的网友

表示会参加团购，18%的表示不
好说，明确不会只占到一成。新

鲜感过后，老用户团购次数下
降。团购这么火，但王女士的同

事陈放的热情却渐渐冷了下来。

她先参加了一个知名火锅店的

团购，因为团购人数太多，商家

规定只有周一、周二晚上才能消
费，其他时间只能中午消费，而

且需要提前预约。她上周三就开

始预约，结果被告知昨日中午可

以去。准点到达饭店，服务生热

情地迎上来，但一听说是团购

的，瞬间给个白眼，然后说，团购

的必须一小时吃完。一起去的同

伴很生气，但陈放却还能接受，

因为上周她在另一家火锅店，一
听说是团购的，服务生当着他们

的面，把点菜单揉成一团。而上

来的菜量，只有正常的一半，承

诺的豆浆也不见踪影。所以现在

再下单，陈放就会慎重许多。据

调查显示，一旦新鲜感过去，老

用户的团购次数会明显下降(半

年以上的老用户平均每月下单3

次，而新用户平均每周都会下2

个单子)。

鹃团购力量究竟有多大

美国一网站，一年半资本达13.5

亿美元。团购是怎么来的？今年，美国

网站Groupon一直是国内电子商务业
界的热门话题，在得到俄罗斯投资公

司DST牵头投资后，Groupon在资本

市场的估值在一年半内突破10亿美

元大关，达到13.5亿美元，这迅速在全

球引发了模仿热潮。国内第一家类似

的网站于2010年3月份成立。据统计，

目前，国内初具规模的网络团购企业
已达到上千家，真正成为“千团大

战”。消费者：价钱是便宜了，服务却

打折了，要个发票都被鄙视。商家：低

价引来非目标客户，洗手液、手纸都

被偷走。专家：团购只玩低价不靠谱，

要想“吃得开”，低价和优质服务一个

都不能少。短短几个月便发展成“千

团大战”，极低的折扣确实引来不少

人“我为团狂”。业内人士称，理性的

团购模式，应该是商家得人气、网站

得利润、消费者得实惠，皆大欢喜的

局面。

鹃支付方式最好
像支付宝
据调查显示，消费者对团购的

意见，其中近六成认为团购品种太

少；近五成认为活动优惠幅度太小；

超四成认为有些团购网提高原价，

以虚假折扣吸引用户；而意见最高

的就是认为团购产品质量、服务打

折，占到近七成。

在很多团购网站上，不少团

购网承诺可以无条件退团，但前

提条件是没有消费。消费者抱怨

道，没消费谁知道商家的服务会

不会打折，不给发票算不算偷税

漏税啊？如果团购东西后，消费过

程中遇到问题谁应该负责？一位
业内人士表示，团购网的付费模

式，是团购一结束，团购网就直接

把款转到商家，等消费者去消费

时，遇到窝心事，找商家不好退

款，找网站退钱也不容易。如果团

购支付方式也像支付宝一样，引
入第三方，会不会减少一些纠纷？

或者每个团购网也有像淘宝评价

一样，它的口碑可以清清楚楚，一
目了然。

鹃未来方向

低价格加高品质服务缺一
不可。黄先生一直在关注团购市
场，他感觉“千团大战”还有商

机。团购网站短期内吸引了大量

的“团粉”，但由于准入门槛低，

团购网站也是鱼龙混杂。前不久

万人团购网重庆站老板就卷款10

万元逃跑。在黄先生看来，现在

建个网站就1万块钱，门槛不高。

相关人士表示，过于低价，既不
能保证商家的基本利润，又不能

满足消费者的体验，团购网站从

中收取的佣金也有限，这样便造

成团购网站发展的恶性循环。未
来，团购网站应该丰富自己的产
品线，低价产品可以保留，但只

是一部分，同时，不断创造有质

量的新产品，多层次、多形式布
局，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商家和用

户，才能健康成长。

团购对象

钱景·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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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网络团购并不能省钱，77%团粉是女性

今天，你团了吗？

工行手机银行(WAP)

您的贴身电子钱包

为了适应3G通信技术飞速发展

的形势，满足广大客户的需要，中国工

商银行在手机银行(WAP)的基础上，

推出了手机银行(WAP)3G版。

工行手机银行(WAP)3G版借助3G

网络传输速度快、处理能力强的优势，

通过手机为客户提供查询、转账、缴

费、基金、黄金、信用卡等一系列与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服务，工行手
机银行具有四大特点，一是随身使用：

7×24小时全天候的服务，无论何时，

您身在何处，均可轻松管理账户、打理

财务、缴纳费用，一切尽在“掌”握；二

是申请简便：您可以通过工行网站、手
机网站两种方式进行自助注册，也可
随时到工行营业网点办理正式注册手
续；三是功能丰富：共有11项大功能、60

余项子功能，为您提供转账汇款、缴

费、股市、基金、外汇买卖等金融服务，

使您随手掌握市场动向，时时积累财

富；四是安全可靠：资金转出功能严格
限制，还采取静态密码、电子银行口令

卡等多种手段确保客户资金与信息的

安全。因此，客户可以放心使用工行手
机银行(WAP)业务。

为回馈广大客户对工行手机银行

的支持，进一步满足客户的移动金融服

务需求，工商银行目前正在开展“免费

办工行手机银行，尽享汇款两折大优

惠”手机银行(WAP)优惠促销活动。活

动期间将手机银行汇款业务收费由

0.5%调整为0.2%(最低0.4元，最高10元)。

工行手机银行业务的飞速发展得到了

媒体和客户的广泛认可，今年年初在
3G门户网组织的手机网民投票活动中

荣获手机银行“最佳理财应用奖”。

涮200元直贴40元

农行“食全食美”火锅谢客宴邀约嘉宾
烟台农行金穗贷记卡“食全

食美”酬宾活动开展以来，先后

在莱山、芝罘、开发区掀起餐饮
风暴，金穗贷记卡客户携亲带

友，蜂拥而至，享受美食刷卡五
折的喜悦写在脸上，农行金穗贷

记卡的尊享待遇引来无数欣羡
的目光。在这个初冬季节，农行

的盛情款待、真情回馈让“大行

德广、伴你成长”走进你我身边，

让港城洋溢着和谐快乐、喜气洋

洋的气氛。

长期以来，烟台农行始终坚

持根植烟台、回报社会，今年他

们进一步延伸金穗贷记卡增值

服务功能，贷记卡汽车、家电分

期付款业务相继开通，积分消
费、刷卡折扣活动应接不暇，为
广大金穗贷记卡用户提供了更

为优惠、便利的消费环境。

应广大金穗贷记卡用户的

强烈要求，烟台农行金穗贷记卡

“食全食美”酬宾活动今年最后

一站——— 吃火锅享八折贴补活

动今日启动，凡在五天活动期间

(12月8日—12日)，持卡人到联袂

参加活动的火锅店就餐，用金穗

贷记卡结算(烟酒、锅底、特价菜、

调料、饭食除外)，享受现金消费
200元以上(含)按实际消费总额

抵减40元(封顶)刷卡计价、现金

消费200元以下100元以上(含)按

实际消费总额抵减20元刷卡计

价的优惠，同一金穗贷记卡一天

只能享受一次上述优惠。

以下为参加本次活动的联

袂饭店：

一、倪氏顺风肥牛，订餐电

话：6249102，地址：芝罘区大海阳

路139号。

二、锦城火锅楼一部，订餐电

话：6653181，地址：时代广场南门。

锦城火锅楼二部，订餐电话：

6657274，地址：体育之家一楼。锦城

火锅楼三部，订餐电话：6663275，地

址：西南河路116号。

金穗贷记卡(POS)受理热线：

15563897276

本 次 活 动 咨 询 电 话 ：

15318656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