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画，赵天奇

网民谈股

Folk�wisdom

10

草根达人

2015年 /� 5月9日 /�星期六

责编：马爽 电话：01 0-63070569��E-mail:mashuang1 256@1 26.com

时尚消费

微博关键词

流行

“悦读改变人生”

时尚买手受追捧 引领消费新潮流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Sorry，我不是代购，而是一名

买手。”戴着超大框墨镜的雯雯绝对

是一位时尚达人， 说起目前流行的

国内外服装品牌也是如数家珍。 但

如果以为她只是一名喜爱“败家”

的90后女孩儿，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对于雯雯来说，时尚、消费既是一种

生活态度，也是她的人生理想。

在法国巴黎攻读时尚设计多年

的雯雯告诉记者，作为一名买手，虽自

己还是一个“菜鸟”，但她相信自己的

专业背景和时尚直觉。更为重要的是，

消费者尤其是中国消费者， 对于买手

越来越多的认可，让她有了更多底气。

“时尚趴”的座上宾

时尚买手(buyer)对于许多人

尤其是中国消费者而言，还是一个

比较神秘的职业，很多人不知道时

尚买手究竟作用是什么。 实际上，

买手是时尚潮流最前沿的一种职

业， 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解释，买手指的

是往返于世界各地，时时关注最新

流行信息， 掌握一定流行趋势，追

求完美时尚并且手中掌握着大批

量订单的人。 他们普遍是以服装、

鞋帽、珠宝等基本货物不停与供应

商进行交易， 组织商品进入市场，

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的人。

“巴黎、米兰、纽约等一些时尚

的最前沿， 买手绝对是时尚行业内

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 他们不仅是

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的联接者，还

是品牌与市场之间的桥梁。 因此，他

们往往是各大 ‘时尚趴’ 的座上

宾。 ”雯雯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一

个好的时尚买手不仅要有好的品

位，还要对市场非常熟悉，对市场有

良好的前瞻性和预判性。 他们必须

站在时尚潮流的最前端， 了解行业

规范，在适当时机敏锐出手，以低廉

价格购买他们认为适合的商品，加

价出售，赚取一定利润。她说，“这些

都是买手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

Nick�Wooster、Justin�O'shea、

Linda�Fargo、Marigay�McKee……

说起这些全球顶级的时尚买手，雯雯

眼里满是兴奋。 但她也坦言，尽管自

己刚刚入行不久，但买手的辛酸和泪

水却只有自己知道。“在很多人眼里，

买手的工作就是逛街买漂亮衣服。 但

实际上，选款只是买手众多工作内容

之一。 明星精心打扮参加晚宴，模特

穿得漂亮走T台， 买手却要打扮得漂

漂亮亮匆忙赶场， 甚至去挤批发市

场。 ”她说，一名称职的买手对生产、

面料、市场、渠道、设计等环节，都应有

全面、透彻的了解，商品企划、供应链

管理、选款、搭配、关注分析销售数据

这些是买手要做的工作。 而时尚买手

要接触的是大批量的货品和数据，每

日、 每周的销售是在不停的变化，真

正的买手要懂得通过这些数据去发

现问题，然后调整货品和库存等。

跟着他们不会穿错

但无论如何，消费者和买家的

认可，让“雯雯们” 奋不顾身地投

入这个行业。 现如今，我们会经常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潮流集

结地，看到一些穿衣打扮前卫的年

轻人。随着时尚买手这个职业逐渐

走向公众视野，带着强烈风格的买

手店越来越多，影响着一些人甚至

是一座城市的时尚品位。迅速崛起

的买手店，也表明消费者对于时尚

品牌的消费趋于成熟。

作为时尚买手的“死忠粉丝”

的刘晓蕾直言，“现在到商场里挑件

谁都能买到的衣服已有些过时，跟

着好的买手，你绝对不会穿错。 ”

相比于许多年前，消费者盲目崇

拜大牌、追捧logo，人们更享受买手

所带来的独特的、一线的品位。 贝恩

咨询公司在之前发布的奢侈品研究

报告显示，在中国市场中，特别是北

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部分消费者

日益成熟，他们对奢侈品的偏好出现

转移，对于具有独特个性的品牌越发

产生浓厚兴趣，而非大众奢侈品牌。

业内人士指出，本世纪初，香港

买手店品牌I.T和连卡佛等买手制百

货让内地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买手

店，现如今不仅是这些大型店铺，一些

买手新开设的、迎合小众审美的小型

买手店， 在一线城市也已小有名气。

记者注意到，这类买手店颇受时下年

轻人的追捧。 他们往往会引入一些国

外的小众品牌， 且都带有强烈的、明

确的风格。 业内人士指出，尤其是一

些只做“熟客” 生意的买手，他们往

往能掌握常客的喜好，为他们提供私

人化、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和产品。

中国买手“崛起”

相对于欧美成熟市场，买手这

个职业在中国还是新鲜玩意儿。但

在中国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之下，

中国买手也在迅速“崛起” ，这正

是“雯雯们” 自信的底气。

宜信财富发布最新的《2015中

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显

示，2014年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的

人数达到1388万人， 同比增长

15.9%， 预计到2015年底人数将达

到1528万人。 而所谓大众富裕阶层

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元至

600万元之间（约10万美元至100

万美元）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 与

此同时，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

究部曾发布一份《2015年中国消费

市场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

的全球奢侈品消费去年达到1060

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的46%，

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人群，其

中76%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境外。

这些数字让大部分国外品牌

对中国买手越来越重视。许多业内

人士坦言，“近几年， 国外市场对

于中国买手愈发重视。以前谈客户

都比较难约， 现在客户不仅好约，

而且往往给你双倍的热情。 ”

RET睿意德中国商业地产研

究中心最新发布的2015年版《中国

买手店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

告》）显示，近年来，中国买手店的

发展迅猛，开店数量激增。城市分布

也从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向二三

线城市扩散， 成为未来购物中心的

重要力量。《报告》 还预计， 进入

2015年， 买手店呈现几大新趋势：

首先， 越来越多买手店开始开设

showroom（样品间）；第二，随着

中高端客群成为买手店的主要客

群，买手店开放受众面，产品价格区

段拓宽到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

且越来越多买手店开始提供各类增

值服务；第三，设计师品牌从成立到

被国内消费者注意和喜爱所需的时

间越来越短， 且越来越多跨行开设

买手店，买手店人员背景多元化。

耐心等待大盘见底

控制仓位 防守为主 本周， 短短几天时间大盘已从

4500多点下跌至4100点附近。从市场来看，导致此次大盘

大跌的原因在于：证监会近期多次发布风险提示、规范两

融业务、调整新股发行频率及加大对市场操纵、违规查处

的力度，种种不利消息累计所致。

从技术角度看，沪指除连破5日均线、10日均线、20日

均线外，MACD指标也出现绿柱且呈现死叉态势，可以确

立4572点阶段高点的成立。 至于这大盘会调整到何处，笔

者认为市场会死守4000点。

目前虽建议积极买入股票的文章依旧满天飞，但笔者

还是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 在入手前衡量一下市场情况，

不要被报道误导盲目追涨和抄底。此次市场调整慢慢聚集

着市场和政策的情绪， 因此后市震荡或震荡向下概率较

大。操作上看，每次反弹都是减仓的机会。对于牛市的快速

下跌也不要恐慌，出现上涨时也不能太犹豫，更不能贪心，

这样才能在调整趋势中做到减少损失， 甚至还可以盈利。

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见反弹势头不错就以为大盘止跌开

始大涨，又禁不住诱惑冲动追高，往往会像周三一样再次

面临套牢，越陷越深。 应以防守为主，且仓位控制最为关

键。 总体是要以轻仓耐心等待大盘真正见底为主，最多只

能用很少资金做个股反弹 ， 这一点在一轮中期调整行情

中 非 常 重 要 。 （Laakp� �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6995800E458B0ACEF.html

）

大盘或冲击5000点 牛市第四浪调整如期而至，这

波调整在经过连续三根阴线杀跌后， 调整幅度已达10%，

这与之前第二浪调整幅度差不多， 且目前刚好到达30日

均线附近。 就目前来说，这个调整幅度已差不多。

既然是第四浪调整， 那么调整完了无疑就是第五浪上涨。

第五浪上涨的时间和高度将小于第三浪， 我们不难发现，

第三大浪的上涨在1100点左右， 那么第四浪的上涨大概

就在700点至900点之间。 如果我们从4100点左右开始计

算，那么第五浪的上涨空间在4800点至5000点之间，如果

到了这个位置，应按计划进行逐步减仓。

既然是牛市，那么毫无疑问大金融股是必不可少的配

置。 在第三浪上涨中，保险股和券商股远远跑输指数，这

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就需要修正。 而此次在下跌过程

中， 保险股和券商股逆势上涨， 或许就是一种暗示。 所

以，先配置保险股和券商股，最后冲顶时再配置银行股，

这就是笔者的作战方案。 （金鼎

http://blog.cs.com.cn/a/

01010001291A00E45A6B10F8.html

）

慢涨急跌 谨慎抄底 三根长阴让指数均线均告失守。

与此同时，市场量能大幅萎缩，惜售现象明显，尤其是一大批

跌停股出现，市场极端行为预示这波杀跌进入尾声。 下跌过

程是一个多翻空过程，先卖出的资金砸盘，造成后续资金继

续杀跌；要想止跌，是一个逐步卖盘减少买盘增加过程，即先

缩量后放量的节奏。 如今市场正在缩量进入到惜售，那么下

面就是要看放量的过程。 周四市场金融股率先尝试止跌，指

数也在稳守30日线，其中深成指已先于沪指反弹，但尾盘跳

水将本来企稳的盘面再度变得风声鹤唳。但越是这样的恐慌

局面，越是调整到尾声的标志，即市场一致看空之际，最容易

出现主力护盘局面，尤其是申购新股资金将解冻回流。

技术上，30日线在4100点一线，此处成为止跌的有效

平台，再跌就会引发资金抄底。市场无论是反弹还是下跌

都有其过程， 慢涨急跌是牛市大趋势。 在市场连续杀跌

过后，空头动能也是逐步释放，短期极端跌停潮出现是空

头力量宣泄到极致，那么会有局部拐点出现。 此时，股民

不要着急补仓或买股，还是以静制动观望，指数能快速

放量才是买盘力量逐步强大的指标。那么只有当指数向上

收复均线即可逐步加仓，否则指数仅仅是反抽，所以操作

上 还 要 谨 慎 对 待 。 （玉 名 http://blog.cs.com.

cn/a/01010001113300E45A698CFA.html）

以上博文由中证网博客版主倪伟提供

本栏文章均源自博客，内容不代表本报观点。 如有稿

费及涉文事宜，请与本版编辑联系。

A股调整

@慕青山：从去年中期至今的全面牛市或迎来第一阶

段最高潮，但高潮后往往有休整，牛市并非直线式上涨，有

休整才会走得更远。此轮行情是直接融资、股权投资的多年

大繁荣，从而推动经济转型和改革，预计会走得更长远。

@宋清辉：

A

股大调整并不改变杠杆上的牛市， 调整的

目的是为了让牛市走得更健康、长远。现在，可以看见监管部

门在想办法通过完善各类政策来稳住牛市，正是因为吸取了

前几次牛熊转换带来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也只有监管层真

正落实了各项制度，“慢牛”行情才能稳步走好。

@杨万里：牛市下跌比熊市还恐怖，究其原因主要是过多

的融资盘平仓所致。 好在确认调整回落后再也不必担心出现

其他利空消息的可能， 短线将由市场自己消化获利盘回吐过

程。 目前可以继续保持对大牛市走势看法，调整中降低融资比

例控制仓位即可，不必过分参与追涨杀跌行情。

新股发行

@啸无痕：适度增加新股供给，确实是为了缓解当前

市场过热。 短期看，此举可以缓解疯牛行情。长期看，适度

增加新股也可以让投资者有更多选择，缓解资金滞胀引发

的个股过度上涨，实意是以供给促平衡。 无论是监管层还

是股民，都期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杨光远： 从长远来看， 随着打新参与资金越来越

多、券商融资产品的不断创新，散户参与申购新股的平均

收益有可能持续走低。 而

A

股短期内虽有可能出现震荡，

但大牛市格局依然不改，投资者应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配

资金，才能获得相对好的回报。

并购重组

@张卓：近年来，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将进一步提升

并购审核效率，打开创新式资本运作空间。 未来随着并购

重组的案例逐渐增多，发生并购重组事件的上市公司后期

整合值得持续关注， 这将决定公司日后的实际投资价值。

因此，并购重组概念有望成为资本市场的长期热点。

@南帕子：在注册制来临前，一些公司会抓紧最后的

机遇重组卖壳，

2015

年市场的并购重组案例密集繁多，就

连停牌效率也大为惊人。 牛市中，政策支撑和上市公司积

极的态度使得停牌时间大大减少。目前的大盘位置让多数

股民谨慎， 并购重组概念作为中线标的配置部分仓位，目

前来看形势相当合理。 （田鸿伟 整理）

直升机观光：天空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天空那么大， 我们更应该去看看，

在天空看城市，整个感觉都不一样

了。 ” 网友“小喵” 这样形容自己

乘坐直升机观光的感受。 最近，直

升机观光旅游火了， 动辄两三千

元、三四千元飞行十几分钟，看似

价格太高，但尝鲜者不少，这背后

是人们对观光旅游独特感受需求

的上升，从国内、国外旅游业发展

情况来看都是如此。

上天看风景

近日，上海首条直升机空中游

览业务正式对外运营。 据悉，此次

上海空中游览项目有长 （30分

钟）、短（15分钟）两条空中游览

航线，其中，长线路全程约40公里，

飞行时间35分钟， 费用为4999元/

人； 短线路飞行时间在15分钟左

右，费用为2499元/人。

据悉，首次飞行便有40余位游

客坐上了直升机。 据项目运营方介

绍， 这一旅游项目一推出就受到欢

迎，已出现需提前一周预定的情况。

目前是一般一天15个架次，最多可

接纳100多人。 对这样的观光体验，

网友形容“太野了” 、“爽翻了” 。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有多地

兴起直升机观光的“热潮” 。 2011

年，首都航空旗下的首航直升机公

司推出八达岭长城空中游览项目；

在厦门，金汇通航于2013年试运营

了空中游览项目，项目开始十来天

便吸引四五百名游客 “尝鲜” ；去

年3月， 海南三亚亚龙通用航空公

司在海口首飞成功，低空观光游览

项目就此正式进驻海口等。而在国

外，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都有

类似上海的空中飞行游览项目，一

些旅游风景区更是推出特定的空

中旅游线路。

无论是国内国外，直升机观光

旅游的价格还是不便宜的。上述上

海空中旅游项目中，长线将近5000

元，短线也需要近2500元。 北京八

达岭长城空中游览项目的价格为

15分钟1500元， 厦门的空中游览

项目为15分钟1880元， 海口低空

游览项目中， 有500元/人， 也有

1500元/人等不同的游览项目，浙

江海宁的空中旅游项目收费则是

680元10分钟。 资料显示，在国外，

美国纽约空中游览15分钟航程价

格一般在150美元约合900元人民

币左右，日本东京推出的直升机空

中游览项目，飞行15分钟的票价为

240美元约合1440元人民币。

背后的消费心理

上述旅游观光项目的收费在

一般人看来并不低，坐一次最少六

七百元，多则四五千元。 但随着消

费者对独特观光体验的需求上升，

以及直升机观光旅游价格逐步降

低，以直升机观光为代表的空中观

光旅游正逐渐火爆。

“很震撼，第一次从这个角度

看自己住了那么多年的城市” 、

“跟坐客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

“地面上的建筑、树林、桥梁从直

升机的高度看就像是精致的沙盘

模型，自己仿佛是在看一场世界上

最精美的3D电影” ，体验过上海直

升机观光线路的瞿先生表示。而这

样的独特体验，在一些特定的旅游

风景区，除从空中观赏之外，在地

面将很难看到、体验到。 以“空中

看苏州” 的旅游项目为例，可将苏

州工业园区的金鸡湖、阳澄湖等风

景名胜区尽收眼里。海南等地风景

区的空中旅游项目则可以带着游

客以不同视角观看大海、 沙滩，在

空中还能“追逐夕阳” 。此外，直升

机观光项目的收费正在以各种形

式降低，上海正阳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在厦门运营的直升机游览项目，

在开通初期定价在2000元左右，报

名体验者寥寥无几， 随后调整价

格， 将单次票价降至800元开始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尝鲜” 。

此外， 空中旅游项目走热还有

政策层面的推动。 研究报告显示，

2014年我国通用航空的飞行总小时

数已达3.1万小时，同比增长19%，但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国

市场的增速都超过中国。《关于深化

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明

确提出将逐步放开低空飞行。 据中

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王志清介绍，

我国正在沈阳、 海南等地进行高空

1000米以下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希

望尽快在全国推开。 包括空中旅游

项目在内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所需

要的飞行服务站、 汽油配送站等基

础设施建设也有望加速。

但近期，上海浦江直升机项目

因部分居民反映直升机空中游览

噪音问题，以及行业准入标准方面

的欠缺等问题被叫暂停，表明直升

机旅游观光产业的正式崛起仍将

面临多重考验。

阅读，助力我们“重启”的催化剂

□ 毛志辉

差不多两年前，我离开干了八

年的第一份工作， 进入相对陌生的

金融业。新来乍到，新工作毕竟不同

于原来的得心应手， 心理上的落差

显而易见。所幸的是，在经历一个较

为短暂的过渡期后， 笔者便很快就

适应了新的岗位。回头细想，阅读对

此起到颇为重要的助推作用。

或许正是之前的图书编辑从

业经历，开阔了笔者的知识视野，

也让笔者养成了阅读习惯。 在过

去的若干年中， 笔者有机会涉猎

政治、历史、考古、经济、金融等多

个领域，出版过陈独秀、李约瑟、

费孝通、方豪、李济等一批先贤名

著，编辑过来新夏、游修龄、王汎

森、姜义华、周振鹤等众多名家作

品，与张维迎、袁志刚、张军、韦

森、 史正富等多位学者亦多有交

集。 笔者的驳杂“阅读接触史”，虽

没能让自己成为某一方面的行家

里手， 但却培养了笔者对阅读的

浓厚兴趣，也让笔者沉迷其中，以

至于几乎不能一日无书。

当人生的转型突如其来，在新

的岗位上笔者只能“边干边学”，希

望自己能较快地对金融界有一个

概要了解。 而有关

2008

年金融危机

及其反思的相关图书，如《大而不

倒》、《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守

护人》、《当音乐停止之后》等，既有

故事性又有思想性，自然引起了笔

者的阅读兴趣。 而其中，理查德·佛

罗里达的《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

再现繁荣》， 无疑是这些书中对笔

者触动最大的作品之一。

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讨论文

献可以说已是汗牛充栋。时值

2014

年盛夏， 当时笔者注意到这本书，

不仅因为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创意

阶层的崛起》 曾在国内外风靡一

时，还因为书中一开卷就有一句话

深深打动了自己， 并引起了共鸣：

“自然界是厌恶真空的， 每一种制

度的失败， 每一个商业模式的失

效，都会吸引更新、更好的制度和

模式迅速进入，填补空白。 ”其时，

于笔者而言，也是厌恶“真空”的，

迫切期待着能尽快实现转型，迅速

填补内心或多或少存在着的失落

和空白。就这样，笔者开始阅读《重

启》。

《重启》 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创

意作品。很多学者在全面解析美国

经济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经济政

策、金融政策之后，得出关于危机

的成因，如政策的脆弱、监管的不

力、资本的贪婪、全球的失衡等。与

这些著述不同，理查德聚焦于经济

社会地理版图的分布变迁，从理论

和历史视角比较几次大型经济危

机，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和发

展模式，金融崩溃的背后是更严重

的深层次经济弊病；经济危机并不

表现为一个周期，而是表现为一次

情感上、 社会本质上和经济上的

“重启”。 这一创意，无疑赋予金融

危机全新的象征意义。

《重启》 还是一部理性预言经

济趋势的财经图书（该书英文版出

版于

2010

年）。 理查德兼具历史学

家的宏大视野和地理学家的地域

敏感性，他在书中既指出美国标志

性的农场、城市和郊区是如何被建

造和重建的，也预测了那些拥有多

元化能力的城市终将洗尽铅华并

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他认为，金融

风暴在爆发的同时也标志了新型

经济系统的兴起，我们正处于第三

次重启中，它将引领我们从制造型

经济转向以知识和创意为核心的

新经济。 他的一系列论述，在为我

们带来脑力激荡的同时，也平添了

对经济社会走向更加繁荣未来的

信心。

然而，于笔者而言，更重要的

意义或许在于，《重启》还是一部励

志读物。该书通篇都洋溢着理查德

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乐观，无时无

刻不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诚如他在

书中所说的，世界需要一次新的空

间修复，一个全新的工作生活的地

理布局， 将成为恢复经济增长、信

心与繁荣的必然选择。而对于一个

甫入金融行业的新人而言，又何尝

不迫切需要进行自我“重启”，完成

一次由内而外的“空间修复”，在全

新的工作生活中增进信心、寻求超

越。可以说，正是这部作品，在笔者

职业生涯切换的第一年中，为自己

带来更多执著向前、努力蜕变的精

神动力。

在浩如烟海的财经类图书

中，《重启》 甚至称不上有多么大

的社会影响力， 但它带给笔者的

启示却是多方面的。 它不仅让笔

者了解了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差异

化城市发展定位、 多元化产业布

局、“即插即用”式住房制度变革，

也让笔者认识到， 人类社会的进

步需要“重启”，需要以未来为导

向、以繁荣为目标，开展积极的行

动；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的进步，

也需要以知识为依托、 以阅历为

纽带，而阅读，或许正是助力我们

“重启”的催化剂。

有好书相伴的日子， 总让人

感到充实而快乐。 回首经年，阅读

已成为笔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 阅读之所以如此吸引笔者，大

概就像汪国真所说的， 能让我享

受亲历文字之魅后的玩味、赏析、

思考、超越。 通过阅读，知识架构

得以优化完善，飞越升腾；通过阅

读， 心灵得以从容坚定， 羽翼丰

满；通过阅读，人生得以不断“重

启”，转型升级。

漫画/赵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