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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又名
遐延，安徽怀宁人，
陈独秀长子，生于
1898年。

陈延年：视死如归的革命者
陈延年,1915年，考入上海法语学校专攻法文，

1917年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科。1919年12月下旬，
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一
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
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
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
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等
不顾危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重建
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遭国民党
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
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逼迫他供
出上海党的组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
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1927年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
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
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
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
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最
后，他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
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地
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
强大出来的。”陈延年1926年说的这句话，现在被印
在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书签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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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餐饮“码上交易”趋势明显
商家：不怕小偷不用抹零不再手忙脚乱

近年来，随着支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出
现，资金理财也进入互联网时代。借力先进技术，互
联网金融不仅在第三方支付上突飞猛进，在个人理
财、消费贷款等领域也异军突起、势不可挡。然而，对
餐饮商家而言，通过互联网贷款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采访中，当记者问及欧阳志勇是否了解并使用
过互联网金融产品时，他表示，作为个人他有过使用
余额宝理财的经历，但怎样在网上贷款他并不十分
了解。

据了解，去年冬天的时候，串串店还没有盈利，
为了采购取暖设备，欧阳志勇自掏腰包，又废了九牛
二虎之力才说服了几位股东，硬生生地攒出了一些
钱。“因为金额不大，跟银行贷款太麻烦，只好自己想
办法。”他苦笑着告诉记者，“直到现在都还感觉去年
的冬天格外寒冷”。

当得知个人或商户可以通过支付宝，很方便地
从网上获得数万元的贷款时，欧阳志勇说：“早晓得
这么撇脱，当初也不至于那样四处求人筹钱了。”他
表示，以后如果再有再有资金需求就先自己想办法
从网上贷款，尽量少去麻烦别人了。

据了解，网商贷是支付宝的兄弟公司网商银行
提供的面向小微商家的贷款。最早主要面向淘宝天
猫平台上的网商，所以取名“网商贷”，而现在随着线
下支付的普及，网商贷也从线上走到线下，成为“多
收多贷”，即从支付宝收钱码收来的钱越多，获得的
贷款预授信额度就有可能越多。

除了收钱、贷款、理财，在支付宝的“商家服务”
平台，小商家们还可以享受多收多保、赊账进货等多
种服务。

据统计，在成都这样一个被称为餐饮“绞肉机”的
消费型城市，几乎每天都有近6家火锅店倒闭，只有
20%餐厅赚钱，而2018年更是被预测为餐饮“倒闭潮”
的一年。就像欧阳志勇、老梁他们一样，为了生存，为
了在收钱时找补方便，在经营中保证资金安全，在结
算日能省时省力，在进货中提高效率，在扩大规模时
保证资金，每一个小微餐饮业者都在积极拥抱科技，
加入移动支付的浪潮，努力在餐饮界闯出一片天。

“天下码商”成都站报名工作现已启动，登录封
面新闻APP或将人生奋斗故事、生意经、图片视频等
资 料发送邮件至CDtianxiamashang@thecover.
cn即可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3日。只要你
有一定的从业经验、有故事，想在平凡岗位上奋斗出
幸福；在经营中使用过支付宝“收钱码”，或者在经营
中使用过蚂蚁金服提供的贷款、理财、保险、信用等
综合金融服务，均可报名参加。综合评选出的“成都
十大码商”，不仅可以得到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等
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还能获得蚂蚁金服提供的
金融服务的权益奖励，店铺包装升级等优秀码商福
利，甚至有机会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码商大会，获得

“全国十大码商”的荣誉和奖励，与来自全国的码商
朋友交流学习。

其实，零钱、现金为餐饮商家带来的
麻烦不只在店内，也在店外。

成都武侯区红牌楼街道片区分布着
几个老旧小区，小区里开满了餐饮店，欧
阳志勇的串串店也位于这里。串串店开
业近一年，已在成都小有名气。和小区
内许多店一样，每到周末总是高朋满座、
热闹非凡。

但在过去，即便是生意好了，并不一
定会让欧阳志勇感到开心。

“以前做餐饮都是小本生意，面条1
块2一两，八宝粥9毛一碗，每晚扎账光清
理一柜子的角票都要数到手抽筋。”欧阳
志勇告诉记者，零钱太多最大的麻烦要
数去银行存钱，“那时候基本上每周都要
去1到2次银行，每次去都要等柜员一点
点把零钞数好，再换成整钱，通常要等好
几个小时，耽误不少时间”。而如果遇到
银行结账日、决算日人手不够，往往需要
跑好几家银行才能办完。

而现在，串串店开通了移动支付的
渠道。顾客只要扫码付款，钱就可以自
动转入支付宝账户，而手机里也会同步
收到资金转入的提示。收到的钱也不用
再特意取出提现，“发工资、进货甚至缴
纳税费都可以在支付宝里完成，为我省
了不少时间。”欧阳志勇说。

事实上，使用无现金支付不仅减少
了商家往银行跑的频率，还让商家与供
应商的结算变得更加简单。

在肖家河综合市场做蔬菜批发的老

梁是欧阳志勇串串店等小区内好几家餐
饮店蔬菜的供货商，在这些小店店主的
强烈建议下，不久前，他也开通了收钱
码，通过互联网做生意。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对网上的东西
不太信任，后来觉得确实很方便就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体验了一下，现在觉得支
付宝无现金支付确实很好用。”一般而
言，供货商都会和餐饮店在每月的某一
天结算上一月的货款，而每到结账日老
梁就会忙到“飞起”。

“有几家店的结账日在同一天，而结
账又需要对账、核账、结账、收钱等好几
个步骤，收完一家的钱又要马不停蹄赶
到另外一家，有时候连午饭都顾不上
吃。”老梁称，“最担心的还是身上揣着好
几万现金在路上走着，特别是在年关的
时候，总让人提心吊胆的”。

看到其他商家用上收钱码后，老梁
也依样画葫芦，不用再收“现钱”，而是

“线下算账、线上付钱”，原本忙碌的结账
日立马变得井井有条。

老梁告诉记者，现在他只需要到现
场去把账目跟商家核对完毕就可以离开
去下一家了，商家会自动把货款转入到
他的支付宝账户中去。“以前我要分好几
天，跑好几趟才能把客户的账对完，现在
只要一天时间就够了。有时候在外地进
货没法回来，我就在网上跟客户对账，一
样的可以把钱转到我的账上，特别方
便。”

近日，据封面新闻发布的
《线下无现金消费问卷调查》显
示，85.7%的消费者认为在线
下购物使用现金时，最苦恼的
是找的零钱携带不便。其实，
不仅消费者感到不便，对商家
而言，零钱问题同样令人苦恼。

“因为餐饮是微利经营，为
了取得价格优势通常会采用尾
数定价的方式。”欧阳志勇向记
者介绍道，一碗冒菜如果竞争
对手卖10元，自己就可以卖9.99
元，“有时候一分钱之差就可能
影响顾客的选择”。但尾数定价
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需要
大量的零钱进行找补。

欧阳志勇告诉记者，1992
年自己刚开始做生意时还流通
着“1分”面值的硬币，而菜品的
价格也精确到了“分”，无论是
算账还是找补都非常的麻烦。
店里零钱不够的时候，经常需
要临时派人去银行兑换，加之
分币往往都是硬币，重量重，需
要一到两名男员工一同去搬
运，而这样店里又会面临人手
不够的问题。“后来，店里还专
门安排了一个负责去银行兑换
零钱的员工，赶在高峰期之前
准备零钱，但就是这样也常常
会遇到零钱不够的情况。”欧阳
志勇说。

零钱现金太多带来的困扰
除了找补不便，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会让小偷打起从收银台里
偷钱的主意。

一次，正值周末晚上上客
高峰期，有一名小偷佯装成食
客趁着收银台没人偷走了部分
现金。因为店里忙不过来，零
钱又很多，小偷离开后，即便又
有两三名员工打开收银台找补
零钱，但也没有一人发觉被
盗。最后，还是就餐的顾客提
醒了欧阳志勇，这才马上派人
去追。虽然追回了被偷走的
钱，但这个经历深深地影响了
欧阳志勇。“即使知道可以通过
少收现金的方式来解决，但那
时候pos机还不普及，根本没
有办法解决问题。”无奈之下，
欧阳志勇只好请自己的母亲在
店里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忙收
银。

数据显示，2015年餐饮消
费现金支付比例从39.3%再度
大幅下降至20.3%。随着移动
支付越来越普及，这一次开串
串店，欧阳志勇还没开张就决
定引入无现金支付，为的就是
给店里的收银系统来个大“减
压”，再准备一两百元零钞应
急，平时买单都尽量推荐顾客
使用支付宝。

“好在现在绝大多数的消
费者都倾向于用支付宝付钱，
现金就是备用的，但一般很少
会用到，这样收钱查账方便很
多，也不用再担心会有小偷光
顾。”欧阳志勇认为，“以后扫二
维码付钱会成为一种常态，商
家也都成码商了”。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博大精深的川
菜成就了美食之都成都。正因为如此，成都的餐饮业十分激烈。

几年前，各式串串香席卷蓉城，在大街小巷掀起了一股“撸串”
风。各有特色的串串店也如雨后春笋，有些地段一条不到200米
街甚至比肩接踵地开着五六家串串店。记者在成都街头看到，这
些串串店规模大小各不相同，但和十多年前遍地开花的小吃店不
同，串串店们都在店门口张贴了大大的二维码，支持移动无现金支
付。在成都肖家河街道附近开串串店的欧阳志勇告诉记者，自己
做了二十多年餐饮，过去卖小吃现在卖串串，“虽然餐饮的竞争越
来越激烈，但随着二维码、移动支付等高科技的普及，现在做生意
反倒越来越省心”。

收钱码破解找零难题
再忙也不怕小偷“浑水摸鱼”

从“手抽筋”到“无现金”
移动支付给商家“不用等”的底气

移动支付普及
破线下小微商家贷款难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蔡世奇

用移动支付，小商贩不用再担心现金安全。

白 杰 品 股

底部区域
问：上周五沪指低开，盘中窄幅震荡，收盘上涨，

你怎么看？
答：受中美贸易摩擦消息面真空影响，市场全天

缩量窄幅震荡，预期中的连涨走势并未到来。技术
上看，两市再收出一根十字星K线，不过收盘仍站在5
日均线之上，创业板指也是连续四日守住60日均线，
显示市场仍在逐步向好；60分钟沪深股指MACD指标
仍保持金叉状态，这也表明市场仍有再度走强的可
能。综合来看，上周五小幅震荡属于良性调整的范
畴，先行指标创业板指布林线快速收口，以及年线出
现拐头迹象，足以说明这里就是底部区域。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持股待涨。目前持有南山控股27
万股，工大高新11万股，启迪桑德3万股，南玻A11万股，信息
技术35万股，人工智能35万股，丝路视觉2万股。资金余额
2356986.14元，总净值7740736.14元，盈利3770.37%。

周一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启迪桑德因重组停
牌，南山控股、南玻A、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丝路视觉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已经在中国
找好“猎物”

巴菲特：

中国股市是股东大会现场一个绕不
开的热门话题，在巴菲特回答的众多问
题中，有多个问题与中国股市有关，巴菲
特则一直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股市，并透
露他们已经在中国股市寻找好了一些

“猎物”，而此前对中国股市的第一次投
资收益就很好，投资只有2亿结果却拿了
10亿回来。

“中国的市场是比较年轻的，但也是
庞大的市场。市场根据他的年龄进行有
效率的成长，这是成正比的。”巴菲特说。

巴菲特老搭档芒格说道，尽管面临
着成长的烦恼，但“中国拥有光明的未
来”。他还指出，与美国相比，中国市场
现在要便宜得多。巴菲特对此也表示赞
同，并称“中国股市将跑赢美股”。

在谈及美国投资人投资中国的现状
时，芒格称，今天美国的很多投资人错过
了中国的机会，当然他们对现在的观感
还不适应，换句话说投资中国看起来太
复杂、太难了。另外，中国的市场跟我们

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投资人应
该把他们的观点引向中国。

谈及中美贸易摩擦时，巴菲特表示，
美国和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世界经
济和其他领域的大国，双方有很多共同
利益。作为经济体量如此大的两个国
家，双方可以互利共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还透露了
伯克希尔公司已经投资了很多中国股票，
并在中国找到了一些可以投资的“猎物”。

海开源的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称，
这是他第三次来奥马哈参加巴菲特股东
大会。他认为，今年巴菲特的股东大会
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年巴菲特和芒
格用了大量时间来谈论对中国经济的乐
观看法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看法，这一方
面和中国经济成长之后成为越来越重要
的国家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这次会议是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进行的有关。杨
德龙分析，巴菲特和芒格未来对中国的
投资可能会越来越多。

5月5日，“股神”沃伦·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第
53届股东大会，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召开。

过去的半个世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菲特和副
主席查理·芒格联手缔造了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公司，总资产超过5000
亿美元，回报率高达18261倍，能够在现场得到“股神”指点的特殊体
验，这是吸引着无数人每年从世界各地奔赴奥马哈的动力所在。

今年有超过5万多名股东从全球各地来到奥马哈，只为一睹股
神风采。在长达5个小时的问答环节中，87岁的巴菲特和94的芒格
全程西装革履端坐，展现出惊人的体力和智慧。大多数时候巴菲
特脱稿回应提问，十分熟练和耐心。

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谈了对支付行
业发展的看法。他表示，美国运通做得
非常棒，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大概其中
17%的持股，而这个公司之前我们持仓
率只有12%左右。很多股票我们都是回
顾地去思考他们内在的价值，美国运通
这边慢慢可以看到远处的一个阴影。

中国的微信给这个领域带来的一些
影响，微信及各个方面的移动支付在中
国做得非常好，巴菲特觉得这可能是一
个小的阴影，会影响到美国运通的发
展。巴菲特表示不知道这个乌云会有多

大，不知道这个支付系统未来会变成什
么样。

巴菲特还说，支付是全球很大的一
个行业，有很多很聪明的人都在尝试着
更新这种支付系统和支付的方式。但这
会击倒我们。当然，有很多很聪明的人
打造这样的公司，像美国运通几年前放
弃了一部分生意，有一天这个决定甚至
会跑出来提醒你，这个决定就是对的。
看一下美国运通现在的业务，还是认为
他们做得非常出色。此外，他还表示，往
回看，应该多买点万事达和维萨的股份。

巴菲特一直不看好虚拟货币，这次
在股东大会上也有人问他关于虚拟货币
前景的问题，他仍是保持了此前对虚拟
货币一贯的看法。更有趣的是，芒格对
虚拟货币的看法比巴菲特还更直白和嗤
之以鼻。

“我甚至比你还讨厌加密货币，对我
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头脑混乱的反
应。很多加密货币的交易人，我觉得简
直太恶心了，好像那些人在交易一些完
全没有意义的东西。”芒格说。

巴菲特认为，人们投资非生产力资
产的时候，都是依赖别人用更高的价钱
来接盘，因为他们觉得会卖给下一个人，
拿到更多的钱，所以很多人都在尝试这

种情况，但最后这个结局都不是很美好，
尤其是如果遇到了一个比较艰难的经济
时期。

“如果你买了一个东西，你希望第二
天早上这个价钱就自然而然升高，然后会
有很多的人开始投入进来，也有很多的人
走开，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所看好的，最
后结果都非常得糟。我觉得加密货币最
后结果是会很糟的。因为它没有产生任
何的价值，而且还会面临一些汇率等棘手
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人看到这样一个
机会，就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机会致富，但
我觉得这个前景不是太美好。”巴菲特说。

综合新华社、央视、《中国基金报》、
《证券时报》

谈中国机会 中国股市将会跑赢美股

谈微信 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运通的发展

谈虚拟货币 最后的结果会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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