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A12

2021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五
主编 郑福荣 张大升 责编 张慧 美编 吉思进 校对 石春林 杨飏

基金跌跌不休
90 后
“基民”
很受伤
3 月 10 日，
“基金大跌”登上了微博热搜，11 日，
“基金反弹”再次登上了热搜，
“基金段
子大赏”等话题层出不穷，
“基金”已经成为 90 后网民最近热议的焦点之一，网络热词“韭
零后”再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担心跌到没钱，但又舍不得卖”
记者随机采访了两名拥有不
同“基龄”的 90 后“基民”
（基金持
有者），受访者分享了自己最近辛
酸的心路历程。
“我每天都不敢看，担心跌到
没钱，但我又舍不得卖。”1992 年
的小何开玩笑地说。两年前就买
过基金的小何，去年年底才正式
注意到基金，小何表示：
“ 去年 12
月前后，陆续听到身边的好多朋
友基金赚了钱的消息，我对基金
也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投了 2000

元，年前确实涨了一些，没料到年
（化名）已有 2 年的基龄，买了 3 万
后一路下跌，一度怀疑自己掉进
元基金的她看到最近基金一路下
了坑里，进退两难，成了被割韭菜
跌而频上热搜，她表示：
“ 现在我
的
‘韭零后’。”
的心态好了很多，因为去年 3 月也
直到现在对于基金还是没有
暴跌，我经历过了。另外，因为我
什么了解的小何心态却越来越好。 开启了资金隐藏功能，
我看不到目
“买基金时间久了就知道基金涨涨
前是涨了还是亏了。”半吨表示，
跌跌很正常。就像之前一路下跌的 “目前没有加仓和定投的准备，我
基金在昨天反弹了，
一下
‘回血’
60
已经没钱了，即便这样我也不会
多元，
所以我对它是有信心的。
”
把它卖掉，我与基金‘共存亡’，等
“ 最 近 的 感 受 就 是 ：趴 着 不
过段时间基金稳定了，发了工资
动，像乌龟一样。”1996 年的半吨
继续加仓。”

网友将特斯拉车挂上“闲鱼”，希望“回血”补仓
另一边，网络上对于基金的
下跌也是吐嘈声一片，
“ 全民嘲
基”
“ 跌妈不认”
“ 白交易”等热词
和相关的段子、表情包让人哭笑
不得。
“今天被厨师长骂了，说我熬
的粥太稀了，他不知道的是，我没
有多放水，只是熬粥时看到了基
金，眼泪掉进了粥里。”
“第一次买
基金，不太懂，想请问一下，每次
查询都需要几万元手续费吗？”
“我的钱虽然不是大风刮来的，但
更像是大风刮走的。
”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软件功能

的发展，表情包和段子成了 90 后
的时候，对待闲鱼买家的态度是
喜爱的交流方式。在各大社交平 “爱买不买”；如今基金亏钱，心态
台，他们也用戏谑的方式表达着
就是“给钱就卖”，很苦涩。记者
自己经历基金大跌的心路历程。 以“基金亏了 ”为关键词在闲鱼
一位网友在话题中感慨，
“这一届
App 搜索，看到相关商品琳琅满
基金人真是太幽默了！”一位网友
目，手机、皮草、耳机、充电宝以及
回复“不是基金人幽默，是 90 后
各类代金券，出现最多的是 3C 数
加入了！”
码、化妆品、榨汁机、空气炸锅、电
玩笑归玩笑，一边吐槽一边
饭煲、腕表等商品也位居前列 。
加仓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近两日基金有所反弹，已经有闲
记者从闲鱼二手交易平台获悉，
鱼用户喊着“基金涨了，更要出闲
本周，已有 20 万网友涌上闲鱼，
置补仓”。还有用户将刚上牌一
发布“基金亏了，含泪转让 XX”的
年的特斯拉车挂上闲鱼，希望“回
物品信息。有用户表示，基金涨
血”
补仓。

投资顾问

等市场平稳后可以考虑加仓
太平洋证券昆明人民中路营
业部投资顾问冯建平表示，从目
前持有基金的客户来看，绝大部
分客户选择继续持有，没有恐慌
卖出的情况。
“普通投资者目前没必要恐慌，
市场的下跌幅度已经比较大，
后期可

能会有一些抄底的资金进来，
3月份待
市场平稳下来，
还是可以看好市场。
”
冯建平建议，
目前个人风险承
受能力比较差的可以适当减一些
仓位，减轻一些心理压力；如果个
人承受能力较强，
可以略等后期市
场平稳之后加仓，
以降低成本。
“事

实上，
去年上半年配置基金的客户
目前只是利润缩水，
没有影响到本
金，
但对于去年下半年
‘基金热’
时
期跟风投资的许多
‘韭零后’
而言，
现在的恐慌是正常的，
建议他们再
多了解一下市场，
接受一些风险教
育和投资教育。
”

小贴士 “韭零后”
网络用语，指因为基金大跌而破灭
坐拥百万元资产梦想的，1990 年以后出
生的
“韭菜”
（股民、
基民）们。
本报记者 刘文波 朱婉琪

13 日—14 日
春夏交替，是甲状腺疾病高发季节。
气候变化、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
天气逐渐转热容易引发甲状腺问题。我
国目前甲状腺疾病总患病率近 20%，相当
于每 5 人中就有一人患有甲状腺疾病。
为了缓解甲状腺患者看病难、看专家
更难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甲状腺疾病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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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省国资委出资企业
实现利润23.6亿元
记者从云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简称省国资委）获悉，今年 1 月，省国资委
出资企业实现利润 23.6 亿元，同比增长 23%，
“十四五”
实现开门红。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末，省国资委出资
企业资产总额 2.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净
资产 9276 亿元，同比增长 27.8%；平均资产负
债率 65.5%，同比下降 2.8%；去年全年实现收
入 9359.2 亿元，同比增长 12.4%；利润 241.2 亿
元，
同比增长 13.1%。
2020 年，云投集团、交投集团、省设计院等
企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债务总量得到有效控
制。云投集团是云南省唯一的综合性投资平
台公司，2020 年末净资产 1689 亿元，同比增长
31%，资产负债率 65%，较年初下降 1 个百分
点。2021 年 1 月，业绩再创新高，收入超 150
亿元，同比增长 80%，利润超 2.7 亿元，同比增
长 267%。
建投集团、康旅集团 2020 年末资产负债
率分别为 64.32%、73.75%，同比下降 8.98%、
5.79%。康旅集团作为云南省文化旅游、健康
服务两个万亿级产业龙头企业，2020 年经营性
现金净流量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2021 年，
康旅集团将着力打造文旅、康养、城开与环保
等业务板块新矩阵，全力实施 200 亿元在建项
目、200 亿元储备项目“两个 200 亿元”工程，力
争实现营业收入 600 亿元，
完成投资 450 亿元。
本报记者 赵丹青

2月

我省CPI同比降0.6%
猪肉价同比降8.4%
11 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通报了
2021 年 2 月云南居民消费价格（CPI）和工业生
产者价格（PPI）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 月我省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 0.6%。
从同比看，CPI 同比下降 0.6%，与上月降
幅相同，居民消费价格八个大类呈“三升五降”
态势。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0.5%，其中烟
酒类上涨 0.5%，粮食类价格上涨 1.6%，鲜菜价
格上涨 2.0%，畜肉类价格下降 2.7%，猪肉价格
下降 8.4%，禽肉类价格下降 0.7%；衣着类价格
下降 1.3%；居住类价格下降 0.8%；生活用品及
服务价格下降 0.8%；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
2.3%；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下降 1.1%；医疗
保健类价格上涨 0.2%；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
涨 0.1%。
2 月份正逢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是消费黄
金时节，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从环比看，CPI 环
比上涨 0.3%，居民消费的八个大类呈“四降三
升一平”态势。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1.0%；衣
着类价格下降 0.2%；居住类价格下降 0.2%；生
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 0.4%；交通和通信类
价格上涨 0.5%；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0.6%；医疗保健类价格与上月持平；其他用品
和服务价格下降 0.4%。
本报记者 罗宗伟

华西医院甲状腺专家来昆亲诊 预约从速

防与治疗，3 月 13 日—14 日，昆明中研甲
状腺医院将举办“中研护蝶天使·云南省
百万例甲状腺公益筛查行动”。届时，特
邀四川华西医院甲状腺专家加盟中研微
创消融科开展甲状腺全民筛查活动。使
我省甲状腺患者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到国
内知名甲状腺专家的诊疗资源。

全国知名甲状腺微创诊疗专家、
中华医
学会内分泌学会会员，
TMI针式定位微创术
科研项目组成员的陈启锐教授，
毕业于华西医
科大学，
在华西医院甲状腺疾病临床工作20
多年，
主攻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对各种
原因诱发的甲状腺疾病诊疗具有深入的研究，
尤其擅长运用
“超微创微波消融术”
治疗甲状

腺结节、
甲状腺囊肿、
甲状腺腺瘤等甲状腺疾
病，
临床治疗超万例，
深受患者及家庭认可。
此外，为帮助更多患者早日摆脱甲状
腺困扰，在会诊期间，预约报名的患者可
享受“甲功 7 项+彩超+弹性成像”三项甲
状腺疾病普及筛查价。筛查一次，安心一
年，预约从速！
本报记者 李松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