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颜悦色门店前，经常门庭若市。 记者 朱蓉 摄

基金资讯

南京、杭州、北京……尽管茶颜悦色
的线下门店还未开到全国，“无所不能”的
代购却已将跑腿的生意做到了跟前。

“来长沙， 就是为了喝遍茶颜悦色菜
单上的所有单品。”7月15日12时左右，南
京市民龚小姐一出高铁站，便迫不及待地
站在了茶颜悦色高铁站店等待点单的队
伍里。像龚小姐一样，全国各地对茶颜悦
色充满向往的消费者带火了另一门“生
意”———跨省代购。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
了解到，一名杭州代购，开价每杯100元；
而南京的代购，给出的价格则是20杯以内
需要收取跑腿费600元。

在门店售价不超过18元一杯的茶颜
悦色饮品，就这样随着代购“跨省旅行”，
身价也上涨了5倍之多。 代购生意火爆的
背后，饮品口感、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也
引人关注。

调查： 开价100元/杯还不还价

7月15日， 在一代购交易平台上，以
“茶颜悦色”“代购”两个关键词进行检索，
得到不少带有外地地名的跨省代购商品。
“茶颜悦色代购，就这两天回杭州，有需要
的小伙伴联系！”卖家“Sunny艾某儿”发
布了上述代购信息。

据商品页面信息显示，从信息发布到
当日17时，已有37位网友就该商品进行了
“洽谈”。记者以消费者身份与其进行了买
前沟通，该名卖家表示，饮品的代购价格
是每杯100元， 且需自行前往杭州南站进
行提货， 目前仍未确定具体的提货时间。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多买几杯是否可以便
宜”时，卖家未再进行回复。

卖家“憨某憨”的代购服务似乎更加
专业。在她发布的代购信息中提到，“长沙
高铁专人专送，全国可送，当日可达”，并
表示可提供实时拍照和小票。该名卖家表
示， 除购买饮品本身的开支外，20杯以内
需另付代购费600元，如果是50杯，代购
费则需1200元。评价显示，已有来自上海、
深圳、武汉、泰州、杭州等多地买家成功进
行了交易。

在茶颜悦色的小程序点单平台上，记
者看到，该品牌饮品单价最高的为“芊芊

马卡龙”，18元。这也意味着，跨省代购的
消费者需要付5倍左右的价格， 方可“享
受”到跨省代购的产品。

问题： 价高未必物美

路过茶颜悦色泊富店，服务员正在喊
着口号。其中，“鲜茶现萃，现萃才好喝”格
外引人注意。 而在茶颜悦色的饮品杯上，
“半小时内饮用口感最佳” 的提示也十分
醒目。

据了解，尽管是搭乘高铁，跨省代购
者代购的茶颜悦色饮品从制作出炉到递
交到买家手中，也已经过了数小时。由此，
饮品的口感与卖相都与刚刚制作出炉时
有了较大差异。

“招牌饮品幽兰拿铁， 有部分产品为
奶油盖顶，容易融化，而其他产品也多少
有些奶泡，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消失，所以
最好在半小时内饮用。” 谈及久置的饮品
是否还能保持口感，茶颜悦色“忠粉”周小
姐如是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密封的
环境下被久置的饮品，高温下是否存在滋
生细菌、饮品变质等问题？一名买家展示
的图片中，杯中饮品仅剩三分之二左右的
液体。

回应：存在食安风险，拒绝代购

茶颜悦色跨省代购，因为高价和难以
确保质量等问题，在全国引发热议。对此，
茶颜悦色又持何态度？

“希望代购者能够停止这种行为，也
呼吁广大消费者不要从任何渠道代购奶
茶，”茶颜悦色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者通
过跨城代购，不仅贵，而且不好喝，还有可
能买到假货。

该名负责人表示，茶颜悦色的奶茶为
现调现做，保质期很短，保存条件也很苛刻，
“一杯现调奶茶在没有合适稳定的储存条
件下进行运输，存在极大食品安全风险。”

据记者了解， 为了打击奶茶代购，茶
颜悦色在接到大额订单时，将会核实购买
原因，如确认为代购行为，门店将会拒绝
接单。 ■记者 朱蓉

跨省代购茶颜悦色，一杯叫价100元
商家：存在食安风险，将核查大额订单，如属代购拒绝接单

海通证券显示:截至6
月30日， 今年工银瑞信旗
下有20只基金超额回报
10%以上， 在141家基金
公司中位居前三。其中，工
银养老产业年内超额回报
达33.59%。此外，工银前
沿医疗A、 工银医疗保健
行业、工银新金融超额回报

均超20%，分别达23.31%�、
23.00%�、20.59%。

将业绩视角拉至更长
时间段， 海通证券数据显
示：近3年来，工银瑞信25
只主动权益基金超额回报
逾100%； 近5年 20只逾
100%，6只逾200%， 均为
全行业最多。 从主动权益

近 5年超额回报前 20强
看，工银瑞信占据4席，是
所有基金公司中入围最多
的一家。 在主动股票型基
金近3年、5年超额回报排
名前20强中，工银瑞信均
占7席，均为入围数量最多
的基金公司。

经济信息

近3年、5年股基超额回报前20强
工银瑞信均占7席全行业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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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上海证券报》
主办的第十八届“金基金”
奖评选结果揭晓，工银瑞信
基金一举斩获五项大奖，成
为本届“金基金”奖获奖最
多的公司之一。 公司蝉联

“社会责任投资（ESG）回报
基金管理公司奖”， 工银双
利债券获“债券基金十年期
奖”，工银文体产业蝉联“股
票型基金三年期奖”， 工银
战略转型主题获得“股票型

基金五年期奖”， 工银信息
产业获得“偏股混合型基金
三年期奖”。值得关注地是，
工银瑞信主动偏股方向揽
获“三金”，凸显领先的主动
权益投资能力。 经济信息

今年以来，农行娄底分
行持续开展农户生产经营
信息建档，丰富普惠金融信
贷产品种类，推广广大农户
乐于接受的线上信贷产
品———“惠农e贷-农户生产
经营贷”， 有力拉动了农村
产业发展。至7月13日，该行
“惠农e贷” 余额突破10亿
元， 较年初净增3.1亿多元。
通过建立农户生产经营信
息档案， 已惠及辖内500余
个行政村的近5万户农户。

“惠农e贷-农户生产
经营贷”，是农行为广大农

户推出的一款普惠型、无
抵押、无担保、低利率的线
上融资产品， 旨在持续落
实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和普惠金融服务， 赋能农
户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农行娄底分行辖内分
支机构将农户基本数据信
息移入档案系统， 通过大
数据云计算场景， 分析农
户生产经营状况数据，产
生规范化的贷款授信白名
单， 从而实现农户生产经
营信息批量建档、 批量入
库、批量授信。农户入档白

名单并获授信后， 可根据
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使用
手机掌上银行“菜单”申请
贷款，通过线上操作，在授
信额度内自主贷款，3年内
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减少
了资金无效占用， 提升了
农户贷款效率。 此举告别
了过去农户贷款由银行确
定金额、 使用时间的“定
菜”式服务，改变为农户在
授信额度内， 自主线上确
定贷款笔数、金额和借、还
款时间的“选菜”方式。

■王志明 经济信息

增长12.7%！上半年中国经济回稳向好
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12.6%���专家解码未来发展态势

工银瑞信基金闪耀金基金颁奖典礼

农行娄底分行：农户贷款由“定菜”变“选菜”

“十四五”开局之年经
济半年报亮相！ 国家统计
局7月15日发布数据，初步
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532167亿元， 按可比价格
计算， 同比增长12.7%；两
年平均增长5.3%， 比一季
度加快0.3个百分点， 经济
发展呈现稳中加固、 稳中
向好态势。

透过各领域的核心经
济数据， 记者带您一起探
寻我国经济的亮点与未来
发展态势。

GDP：持续复苏向好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
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12.7%； 两年平均增长
5.3%，比一季度加快0.3个
百分点。 其中二季度两年
平均增长5.5%， 环比高于
一季度。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刘爱华说，经济稳，则预

期稳。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内
生动力逐步增强，市场主体
信心不断增强。 展望下半
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持
续稳定复苏的态势。

消费：“主引擎”拉动
作用增强

虽然2020年消费增速
为负增长， 但今年以来这
一指标持续回暖向好。上
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11904亿元， 同比增长
23.0% ， 两年 平 均增 长
4.4%。其中，一度受冲击严
重的餐饮收入21712亿元，
同比增长48.6%， 规模与
2019年上半年基本持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
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
为，“消费拉动作用增强！”
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重
要的引擎， 上半年升级类
商品消费实现较快增长，
新消费、 线上消费也形成
新的增长点， 带动了整体

消费的回暖。预计下半年，
在疫情继续得到有效控制
的情况下， 消费增长势头
将进一步持续。

收入：
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带
动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
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
义增长12.6%，两年平均增
长7.4%； 扣除价格因素同
比实际增长12.0%，两年平
均增长5.2%。 值得一提的
是，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值2.61， 比上年同期缩小
0.07。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表示，
经济稳定恢复为居民收入
增长提供良好基础， 随着
各地持续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 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好
转，经营活动有序恢复，下
一阶段收入增长得到较好
支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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