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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成年的 ００ 后 存款是 ９０ 后的三倍
的购买渠道、价格，日常除了欣赏外，也

１８ 岁的美妆达人打扮成熟，说话口

会搭配着衣服戴帽子出门，是比较实用

吻成熟，节目不暴露年纪的话，说是 ２５＋

的爱好。每月制定的购 物预算是 １０００

没有人会怀疑。她也是这些 ００ 后中消

元，基本不超支。

费水平比较高的，比起甜品这个还算实

１２ 岁的舞蹈少女：比较常规的喜

用的爱好，那么多 的化妆 品——
—珠光

好。从 ６ 岁起学舞蹈，每年的学习费用

的、哑光的眼影，各种颜色的唇彩、口红

是 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元，但是如果要参加比

等——
—父母不是那么愿意 为此买单。这

赛或考试，单独学一支舞需要一对一教

种情况下，她不想压缩自 己的爱好，那

学，费用在 ６０００—８０００ 元。

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开源了。

１８ 岁的美妆达人：每月在化妆品上
的投入在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元，另外还是甜品
爱好者，喜欢与朋友去一些有个性，轻
奢的甜品店聚会，每次消费 ２００—３００
元，该项投入每月在 １０００ 元左右，两项
合计在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元 ／ 月。
１０ 岁的追风少年：喜欢玩卡丁车，
拥有一辆意大利进口的卡丁车，整车费
２０１８ 年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００ 后

１８４０ 元，是 ９０ 后（平均 ８１５ 元）的 ３ 倍，

用 ６５０００ 元，每月另需支付赛车寄存费

成年了。提起“００ 后”，成年人的思维中

并且有 ６２％的调查对象表示会对自己

用 １０００ 元，另外更换零件保养需另外

家教？兼职服务员？ＮＯＮＯＮＯ！００ 后们

总会冒出这些字眼：二次元、古灵精怪、

感兴趣的领域投入很多时间和金钱。

付费，贵的一次要 ６０００ 元，少的 １０００

是更加时尚且实际的——
—她开了直播！

元，时间不定。

而且是直播化妆教学。用自己的爱好来

独具一格……“天生触网”的他们从小
拥有更多信息量，消费观也形成了独有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的人会想说，

的特点。

都是败家玩意儿，个个烧钱不嫌多，最

００ 后的消费观
不管 ９０ 后在成长道路上被 ｄｉｓｓ 了

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女生能做什么？

开源，再用开源的收入支持自己的爱
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

后还不是父母买单！但他们毕竟能控制

１２ 岁的舞蹈少女会去参加比赛、表

消费程度，也愿意为了爱好压缩自己在

演来赚取演出费，１０ 岁追风少年虽然暂

其他方面的消费。

时还没什么开源的渠道，但是志向远

多少回，也终于进入了社会，结婚生子，

大，想当赛车手 ，每周的练习中车速也

背上房贷车贷，走在了奔三的路上。

确实在提升。他还这么年轻，到 ２０ 岁的

可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年轻人的，

时候说不定真的有机会出现在赛车场

出生于千禧年后的 ００ 代，最大的

上。

随着 ００ 后陆续走向社会，属于他们的

不过刚成年，是商家又爱又恨的消费者

新世界也即将开启。前一段，腾讯发表

类型：出手大方，认定了之后迅速付款，

的 ００ 后研究报告剖析了中国 ００ 后成

绝不多话。但是因为要求很高 ，有自己

代，也可以说是清心寡欲的一代，他们

长背景、价值观和消费态度。

００ 后 们 可 以 说 是 物 欲 旺 盛 的 一

独特的想法，不会跟风买账，一般的东

活得足够明白、通透，虽然会因此显得

其中有一点引起了小编的注意：相

西难入他们法眼。其实小编还是挺欣赏

有点老成（节目里所有孩子的发言看起

比同 时是 １８ 岁时，００ 后 的 存 款 约 为

他们这种消费观，８０、９０ 的有财务焦 虑

来都像个 ２０＋ 的大人一样有理有据，思
路清晰）。

的单身贵族们，不妨向 ００ 后们学习一

也许有人会说，常常吃轻奢甜点的

下：舍得花 钱，但有明确 的喜好与购 物

００ 后都是因为家庭条件很好的缘故。但

上限。

是节目也放了这些孩子在家里的画面，

己想要什么，到二十多岁时就容易摒弃

其实看装修大都是普通家庭，穿的衣服

其他的干扰，纯粹为自己的需求而活，

也普通，除了他们特殊的爱好以及闪闪

降低很多为了试错而买单的几率。

节目《消费主张》里介绍的几个 ００
后都非常有特点：
１３ 岁的帽子少女 ：喜欢帽子，会在

发光的收藏品们，别的东西都很少。那

在年少没有负担的时候搞清楚自

所以，当单身贵族们财务出现问题

网上海淘，也会在商店里搜罗喜欢的帽

点消费能力真的都集中在爱好上面了，

的时候，不妨就学学 ００ 后，为生活做个

子款式，能熟练说出收藏的每一顶帽子

别的方面反而都很凑合。

减法吧！

工行嘉兴分行举办“共克时艰、共话合作”资本论坛活动
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解决方案、市值维

户实际困难。前三季度共完成了 投行项

护之道，共谋创新发展。来自全市 ３７ 家

目 １６ 个，总融资金额达 ８５．７ 亿元，特别

以及在工行商投联动模式下为企业提

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董秘

是今年 １ 月份成功落地嘉兴同业首单上

供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的真实案例，获

和财务总监参加了本次活动。

的并购重组和境外债券市场发行业务，

市公司财务优化项目，帮助客户解决了

得了参会企业的欢迎与好评。互动环

今年以来，经济金融形势持续变

“短期融资增加较快，短期负债筹资比

节，与会嘉宾与参会企业高管就目前并

化，中美贸易摩擦加 剧、金融市场风险

例过高”的问题 ，对辖内许 多还处于成

购市场和并购服务方案、境内外发债业

显性化、需求下行压力等问题突出，企

长期的上市公司具有借鉴意义。

务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业家普遍信心不足。工行嘉兴分行依托

在前期走访中，该行了解到许多上

该行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由工行嘉兴分行

“凤凰计划”行 动，聚焦辖内上市 、拟上

市公司在海内外并购、财务重组 、债务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依托多层

主办、工行浙江省分行、工 银国际和中

市公司，打造以投资银行为主线的价值

融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需求。为此，该

次资本市场，寻求拓展业务合作的广阔

信证券联合承办的 ２０１８ 年“共克时艰、

成长链，助力区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２

行积极筹备此次论坛，邀请到嘉兴市金

空间，打 好投贷联动组合拳 ，当好支持

共话合作” 资本论坛活动顺利举办。本

月份起，该行分层分批走访了辖内上

融办领导以及中信证券、工银国际、工

实体经济排头兵，为嘉兴社会经济转型

次活动旨在探讨当前金融环境承受较

市、拟上市客户，主动了解 企业发展 难

总行和工行浙江省分行的资深投行人

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大压力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银企合作，

点与需求，逐户分析、研究，协调解决客

员，为参会企业高管介绍新政策导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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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