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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运气爆棚的“锦鲤”
火遍全网吗？想免费拥有超
长礼单独得恩宠吗？

12月2日，第二季立方
财 子 礼 品 全 名 单 公 布 ，
VINKKI钻戒、大宋官窑、新
飞冰箱、金鑫珠宝、好想你、
奈雪の茶……大河财立方联
合多家合作伙伴回馈粉丝，
给忙碌一年的“财迷”们送财
气，这次幸运的人会是你吗？

2019 年 12 月 12 日，
2019（第十五届）大河财富
中国论坛将在郑州举行，届
时大河财立方也将迎来两周
岁生日。大河财立方联合多
家合作伙伴，推出第二季立
方财子活动，给粉丝送福利，
目前，抽奖链接已在大河财
立方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
敬请关注！

记者获悉，本季立方财
子礼品清单相当豪华，其中，
VINKKI 提供的豪华钻戒、
新飞电器提供的双开门冰
箱、金鑫珠宝提供的10g金
钞等奖品已经在“财粉”圈儿
掀起一波热潮。

对于吃货而言，此次大
礼包还包含好想你提供的冻
干冰淇淋、奈雪の茶提供的
超值礼品卡、巴奴提供的
1000元充值卡、杜康老酒提
供的老窖原浆、茗牵公司提
供的高山野生态小茶园茶、
浙商银行提供的电饭煲和高
档果盘以及羚锐提供的绿达
山茶油……

此外，本轮奖品还覆盖
生活消费领域，全方位满足
你的吃喝玩乐行游购。其中

包括天猫精灵提供的现金红
包、中原消费金融提供的生
活大礼包、华英提供的1000
元礼品卡、携程提供的旅行
大礼包、大宋官窑提供的净
壶套装、顺丰同城急送提供
的价值666元充值卡，以及
中国光大银行提供的牡丹汴
绣、笔记本充电宝等奖品。

如此豪华的礼品清单，
究竟该如何获取呢？

工作人员表示，今年的
两周岁活动非常豪气，分为

“立方财子”和“财粉转盘”两
部分。“立方财子”活动，众多
好礼独宠一人；“财粉转盘”
活动，实力宠粉没商量——
粉丝可每日参加转盘抽奖，
抽中为止，钻戒、冰箱等豪礼
统统送出。

“财粉转盘”参与方式：
关注大河财立方官方微信账
号（ID：dahecube），点击“立
方财子”菜单栏，即可参与立
方财子幸运大转盘抽奖活
动；如果还想被大奖“独宠一
身”，做“立方财子”，也可持
续关注大河财立方官方微博
（@大河财立方）发起的寻找
“立方财子”活动。

立方财子
第二季豪华来袭

扫描二维码，关注大
河财立方微信公众号

十载风雨路，
与平安共成长

王春生是平安人寿三门
峡中支灵宝支公司的“老
人”，他在2009年秋灵宝支
公司筹备期加盟平安人寿，
一晃已十年光阴。

忆当年，王春生直言，敢
于放弃之前的积累，从同业
跳槽到平安人寿做一名基层
保险代理人，主要源于对平
安经营理念的认可。作为一
个老保险人，他对灵宝当地
的保险市场、保险产品非常
了解，比较之后，发现平安人
寿的保险产品种类很丰富，
而且他对平安集团当时提出
的综合金融构架也非常感兴
趣。“如今来看，我当初的选
择非常正确！我加盟平安的
这十年，就是看着公司一步

步将当年的发展蓝图变成现
实的过程。”他说。

十年过去，如今的王春
生已经发展为平安人寿三门
峡中支灵宝支公司高级营业
部经理，团队规模达200多
人。十年来，他与平安、他与
团队、他与客户的关系也发
生着微妙的变化：他能够为
客户提供的服务，已不仅限
于人寿保险，在平安集团的
大平台上，他的服务已从保
险、金融出发，进而渗透到客
户生活的各个方面。

他感慨地说，近20年的
保险营销生涯里，当年做保
险的伙伴多数已转行，而他
却越来越享受自己工作的状
态。近年来，随着平安提供
的服务日益多元，他与客户
的关系也达到了既紧密又舒
服的状态。

以平安文化为指引，
工作变事业

成绩的得来并不容易。
王春生的平安生涯也经过低
谷和淬炼。

加盟平安一年后，王春
生就因业绩优秀晋升为主
任、经理，团队规模达到100
多人。努力发展人力、多出
业绩是他当时的主要发展目
标。但在2014年，这种模式
突然失灵，人员流失近半，他
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转折来自于一场谈话。
当时的三门峡中心支公司总
经理与他长谈，聊他的困惑、
结合公司制度为他做职业规
划、谈团队的管理与建设。

“豁然开朗！方向明
确！而且信心十足！”提及六
年前的这场谈话，王春生满

怀感激。此后的两年，他重
整团队，他逐个约谈团队成
员，同时加强团队培训，提升
专业水平、紧抓出勤率、培养
团队骨干。整整两年多的蛰
伏期，大浪淘沙，王春生的团
队专业水平、凝聚力、执行力
空前提升。2017年，他成功
晋升高级营业部经理，明年
则有望冲刺资深部经理。

“如今，对我来说，卖保
险，已经从最初用以谋生的
工作，变成了我愿意为之付
出热情与尊重的事业。”王春
生感慨地说，他常常自问：年
近50还能有一份愿意为之拼
搏的事业，有可以晋升的空
间、有可以达成的高收入
……这一切，是因为我比别
人更聪明吗？深思熟虑之后
的答案是：是因为我搭乘了
平安这趟“高铁”。

王春生：搭乘平安“高铁”，尽享活力人生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11月底的三门峡寒气
逼人，但走进平安人寿三门
峡中心支公司则是另一番景
象，公司备战开门红的红色
展示板就放在门口，进进出
出的工作人员都是一身大红
的帽衫，气氛又燃又激情。

看到记者盯着自己的红
外套，48岁的王春生笑起
来：“还不错吧！在我们灵
宝，奔五十的男士大多都穿
着一身灰色在家带孙子，放
弃奋斗了；但在平安，我就是
可以一身红色，年轻得这么
理直气壮！”

生猪期货酝酿上市
可稳定猪价、对冲风险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针对近段时间的猪肉
价格波动，中国证监会副
主席方星海在第15届中国
（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表
示，争取早日实现生猪期
货上市。

那么，生猪期货是否
能促进生猪价格稳定？对
该产业链的发展又将带来
哪些积极影响？

生猪价格整体回落
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

11月30日，全国畜牧业
工作会议在驻马店市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务必确保恢复生
猪生产各项措施见效，大力推
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畜
产品供应保障水平。

我国是生猪生产第一大
国，生猪产量占全球生猪总产
量的一半以上。

长期以来，受“猪周期”困
扰，生猪价格波动如“坐过山
车”，严重影响了生猪养殖户、
市民的利益。本次始于2018
年的价格上涨，其幅度远超之
前历次生猪价格、猪肉价格的
最高涨幅。

但进入11月份以来，随
着猪肉消费量的降低、市场供
给的增多，国内生猪市场价格
整体呈现回落态势。

11月29日，农业农村部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1月
22日~11月 28日，猪肉批发
价格为42.82元/公斤，环比下
降6.5%，批发价格已连续三

周下降。
据生意社监测，11月国内

外三元生猪价格整体高位大幅
回落，11月1日均价39.33元/
公斤，11 月 29 日均价 32.68
元/公斤，大幅回落16.91%。

但是，经过几天的价格回
落之后，生猪价格又开始反
弹。12月2日，东北、华北、西
北、华东、华中地区全线飘红，
并且上调幅度不小；而华南地
区的两广，西南地区的贵州则
轻微上涨，海南、四川、云南则
以平稳为主，唯一出现猪价下
跌的地区只有重庆，每斤下跌
0.2元。

河南省肉类协会会长刘
承信表示，生猪市场的产能恢
复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生猪
价格的回落也会相对缓慢，在
短时间内，猪肉价格仍会保持
高位运行的态势。

业内呼吁生猪期货上市
可稳定猪价、对冲风险

近段时间的生猪市场价
格波动，促使各方呼吁生猪期
货尽快上市，实现平抑猪价、
对冲风险的目的，以确保养殖
户及消费者的利益。

对此，西南期货河南区总
经理李继涛表示，业内之所以
对生猪期货呼声甚高，是因为
它能有效破解猪周期的魔
咒。“期货作为一种金融工具，
具有套期保值和未来价格发
现功能。同时，还能为生猪提
供规避价格风险的机会。对
于优化产业结构，带动产业链
发展能起到助推作用。”

事实上，生猪期货已经酝

酿了10年。
10年前，《关于2009年促

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
收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到采取
期货交易等措施稳定发展养
猪产业的精神，选择适当时机
尽快推出生猪期货交易。

2018年2月，证监会正式
批复大商所生猪期货立项申
请。

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
副主席方星海在第15届中国
（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说：
“争取实现生猪期货早日上
市。”他表示，生猪期货是在我
国特定的生产情况和消费习
惯下特别需要的一个期货品
种，将抓紧工作，进一步凝聚
共识，尽快填补这一空白。

业内人士分析，不仅养殖
企业及养殖农户遍布全国，而
且，作为居民的最主要肉类来
源，猪肉的消费群体范围非常
广泛，因而对期货市场具有很
大的需求潜力。

此次在深圳举行的第15
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
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
强也表示将争取实现生猪期
货早日上市。

对此，有专家提出，生猪
期货上市并非易事，我国生猪
目前流通主要以活猪为主，而
疫情不确定会对生猪流通及交
割产生重要影响。“在生猪期货
上市交易设计过程中，应结合
生猪品种特点和市场特性，需
要进一步研究、制定和完善其
标准交割方案、检验和疫情检
疫方案，包括活体交割方案和
期货交易风险控制预案等期货
上市的一揽子方案。”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张利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