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攒钱，是为了未来过得更好
生涯规划与职场发展顾问谭刚强认为，

有句话说得很好：选择月光，就是现在花钱；
选择攒钱，就是未来花钱。

当越来越多的90后开始摈弃月光族生
活，转而成为攒钱族时，也代表着这代年轻人
自我保障意识和理财意识的觉醒，他们意识
到攒钱是为了未来过更好的生活。

“其实攒钱无非就是对花出去的钱更有计
划和控制,适当地在自己风险承受范围内做一
些理财。”而无论是采用哪种攒钱方式，都建议
将记账作为第一步，只有清楚自己的每笔开
销，才能有针对性地去节约或者控制消费。

周星铭说，自己的这套攒钱方法是由女友制定
的，二人从2018年9月开始实行。此后，二人就从以
前的“月光族”变成了现在的“攒钱族”，“在我俩这种
收入水平下，10个月攒了3万多元，还是很厉害了。”

周星铭月薪5000余元，其从事后勤工作的女友
月薪4000元。二人在一起两年多，由于周星铭父母
承诺，等位于南岸区的小户型租期满以后，会将这套
房子收回来给二人作婚房。二人自觉没有买房压力，
就逍遥地当起了“月光族”，“以前想到未来住婚房，我
们只需要出点装修费就好了，真的就没有顾虑了。”

但2018年中的一次经历却改变了二人的想法，
周星铭说：“有次参加完好友婚礼，送完红包，我们两
个人的手机余额只有200多元了。接下来还有一周
才发工资，我们这才觉得不能再这样过日子了。而
且这样下去，以后装修费都没钱出，还别说结婚生娃
过日子了。”

2018年9月，攒钱计划正式执行——
住宿：二人原本租住在三峡广场的一精装公寓，

月租2200元。执行节约计划的第一步，二人搬进了
诺丁阳光小区与女友的同事合租，每月房租只需
1000元。

出行：周星铭说，由于一直都有出门就打车的习
惯，二人把手机里的打车软件全都卸载，出行都采用
轨交、公交等公共交通方式。

娱乐：在娱乐方式上，以前二人每周都去看两次
电影，现在只窝在家里追剧，旅游也尽量减少，并且
都是以周边游为主，“我们也不再去健身房健身了，
就在小区跑步、散步。”

吃喝：以前参加各种聚餐加上二人去吃大餐，晚
上还时不时点外卖的情况，每个月的餐费都要花
2000元左右。如今除开工作餐，二人都尽量在家自
己做饭，连奶茶、咖啡等饮料也以奶茶粉、咖啡粉冲
泡的方式来替代。

购物：相比以前看到喜欢的衣物就直接购买，二
人如今关注了各大商场的公众号，搜集到打折信息
并对比价格后再购物，“当然再便宜也要控制数量。”

暑假来临，庹群芳却变得更
加忙碌了。她只回彭水老家呆了
几天，便回到主城的公司总部开
始工作，“想要赚钱加攒钱，只有
付出时间和汗水才能圆梦呀。”

庹群芳说，自己进入大学以
后，就定下目标：未来几年，不再
让老爸出钱，要自己攒钱交学
费。为了这个目标，庹群芳利用
课余时间开始了兼职之路。她送
过外卖、代办过校园宽带、去过电
子厂兼职打工，“要同时兼顾着学
习和工作，我几个月就瘦了20多
斤。”

大一下学期，庹群芳加入了
本屋创品公司，负责销售宿舍用
品。她经常在晚上下课后，在不
同宿舍之间奔波扫楼。最初，吃
了不少的闭门羹。为了打开销
路，她自创销售方法，主动传授别
的同学铺床、叠被等“生活技能”，
通过优质的服务赢得同学们的信
任，一步步让自己的销售之路越
来越顺畅。如今，她已成为公司
品牌校园负责人，带领着一支校
园销售团队。

庹群芳说，通过这些努力，自
己第一年下来，解决了次年的学
费问题。第二年，自己不仅攒够
了次年的学费，还不再需要向家
里要生活费。到了节假日，还能
给父母买一些礼物寄回去，“最初
就是想给爸爸妈妈减轻负担，现
在却很享受在工作中历练和成长
的感觉。”

近日，中国新经济研究院联合支付宝发布首
份《90后攒钱报告》。报告显示，90后初次理财
时间比父母早了10年，92%的90后每个月都会
有结余。

如何用行动打败“月光”？昨日，记者采访了3
位攒钱有道的90后，来看看他们的攒钱秘诀吧。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薇 实习生 傅乾峰 受
访者供图

单身、没办任何信用卡、已独自在重庆工
作一年多，在蒋琼看来，攒钱是为了让自己更
有安全感和底气。因此，她一直以计划开支
的方式来攒钱。

每个月的10日4500元工资到账以后，
蒋琼就会立刻将其中2000元转到自己的攒
钱卡上。“如果有同事结婚、生娃等需要送礼
金的情况，就按需求少存一些。但一旦存入，
就绝对不能再动这笔钱。”

蒋琼说，剩余的工资，她会进行计划开
支。吃饭、房租、出行、购物等每笔钱都有对
应的消费比例，“这样可以督促自己，该花的
就花，不该花的就忍住，不然很容易不知不觉
就把钱花光了。”

蒋琼还说，这种方式还激发了自己的赚
钱潜力，为了多点零花钱买衣服，自己在工作
之余还兼顾一些微商工作。“我现在虽然只攒
了两万多元，但是只有肯攒钱，钱才能一点一
点地变多，也会让我感觉到未来可期。”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综 合 服 务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

园，水公铁交通枢纽旁标
准厂房11.7米层高，10t行
车，50年出让地，2800元/
平起，可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

023-47633266

注销公告：经重庆欣茂祥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4K6914）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8月12日
江航（500108199208122310）遗失重庆
恒淼实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恒大滨河左
岸项目5栋3304单元商品房认购协议
书原件，编号为201803319002445，定
金10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鑫诚玉琪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8008230945）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
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 2019年8月1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聚丰华诚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7MA5U3H6G5B）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9年8月12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重庆市沙坪坝区爱众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6MJP584944F原
登记证号070080）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8月12日
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铁山镇畜牧兽医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111450663223F）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8月8日起
1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关闭撤销公告
重庆顺安爆破器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000203200686G）经研究决
定：自2019年 8 月12日起，对本公司开办的
职工医院实施关闭撤销，请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顺安爆破器材有限公司2019年8月12日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弘海电线电缆经
营部遗失2017年05月19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UL6EJ9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新富勤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091238996L）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九九九塑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240MA60AJP46E）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8000万元减少到188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9年8月12日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重庆兄弟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的云阳南溪2号路内侧高边坡抢险
工程（清方卸载）已竣工结算，凡与
该工程有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限于2019年8月26日前双方完清
其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弃权，
不再受理和承担相应经济及法律
责任。特此公告
重庆兄弟建设有限公司
云阳南溪2号路内侧高边坡抢险工程项目部
联系人：刘宗云
电话：58733500 13658209198

2019年8月12日

秀山县鸿运矿产品有限公司锰尾矿、废渣筛选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秀山县鸿运矿产品有限公司锰尾矿、废渣筛选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公开下列信
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连接：http://www.ep-
hom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146042&fromuid=43105。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公众可到建设单位办公场所查阅环评报告。联系人：向
老师电话：18580993676 地址：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站
前大道一层。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http://www.ep-
hom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146042&fromuid=43105。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电子邮件：
511481579@qq.com传真：023-88520456。公众提交意
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 8月 9日~
2019年8月22日。

遗 失 公 告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库尔勒千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成菊、余玉莲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件，案
号：渝中劳人仲案字〔2019〕第292-297号，现依法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出庭通知书等仲裁
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
定于2019年10月22日下午14时30分在仲裁（二）庭（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211号）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公 告
请原重庆市云阳县民政煤矿有限公司安全目标责任人

张方虎(身份证号:512225197311176794)于公告之日起15
日内到重庆市开州区和云阳县民政煤矿有限公司投资人
陈国玉(联系电话13372743366)当面商议云阳县煤矿转
产相关事宜，逾期不到的视为自愿放弃。特此公告

陈国玉 2019年8月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重味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U773BXE）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彭水县渔塘店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JY15002430050005作废
遗失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彭水县高
谷镇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编
号CQ40-Cb-20170233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联祥融合塑业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2331659205P）股东会研究决
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200万元减少至1000万
元。请债权人自减资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
证件到公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19年8月12日

遗失2015年4月8日核发的个体户曹友明(铜梁区佳鑫石材
加工厂)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4600285591,声明作废
铜梁区佳鑫石材加工厂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铜
梁支行开户许可证,账号2001010120010018380
核准号J6530046536601,声明作废
祥悦公司渝 BR8332 营运证 500110073836 灭失注
销。一帆公司渝B8A062 营运证 500110097025 遗
失。博鑫公司渝 BY0375 营运证 500110065677 遗
失。圣图公司渝 BZ7986 营运证 500110062605 渝
AC132 挂营运证 500110063126 渝 BY5769 营运证
500110053858渝AE569挂营运证500110062717遗
失。凯富公司渝B3A285营运证500110067880遗失
作废。嘉途公司渝D7066挂营运证500110070820渝
D90998营运证500110071135遗失作废。盈弘公司
渝D61215营运证500113020490遗失作废。航星公司
渝BH0389营运证500108017740遗失。重庆巨东运输
有限公司道路经营许可证正副本500110009636遗失。
泽佳公司渝BM2933营运证500115031208遗失作废。

●贺江（身份证号码：500226199410274674）
荣昌富吉驾校发票以及合同已丢失，特此声明

餐馆1万5急转13340226159

●遗失重庆骐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印章证明，声明作废●遗失王嘉乐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058068作废●重庆晟昇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公章遗失作废●遗失2017.5.31发熊勇执照副本92500109MA5ULXG775作废●遗失中国平安张倩重庆市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书
编号00001850000000002019051855声明补办●遗失2013.5.6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蒙洗车服
务部营业执照副本500901600245800作废●遗失重庆市渝北区永乐居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127115385作废●涂占勇遗失 2014 年 11 月 17 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4405677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2019.3.28发梁平区志远门窗加工厂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8MA5YEKRW12作废●严志芳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5000171350号码01157167、01164912作废●遗失个体工商户邓伟奇2018年5月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YWRYL3L声明作废●遗失个体户谭观苟(江北区冠捷五金建材经营部)2019.5.7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60CFU13L声明作废●重庆昭和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遗失工行北城天街支行开户许可
证,账号3100023509000043011核准号J6530060393801声明作废●重庆形佩思工艺品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5339601016W)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10份代码050001800104号码42413353-4241336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欣南运输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印章刻制、查
询、缴销证明，编号50022120180919019，声明作废●遗失2018.8.8核发的个体户成清华(南岸区卡宾男装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601GXD3R声明作废●重庆市缘途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农商行永川支行中山路分理处开户许
可证,账号1804030120010009862核准号J6530062322501声明作废●遗失张桦瑜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175323作废●遗失徐峻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0730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南岸区香溪路2号1栋
9-20的房屋大修基金票据声明作废●恒丹公司渝D98658营运证50011050880遗失作废●罗小位遗失一级建造师执业印章，印章号：渝
150101105152（00），专业：建筑，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宏印建筑有限公司王松杰二级建造师执业
印章一枚，编号：渝22800911354，声明作废。

90后初次理财时间比父母早了10年

3位90后的
攒钱秘诀

开源型
为赚学费开始做兼职

姓名：庹群芳
年龄：23岁
职业：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学生

计划型
预存钱并做好规划

姓名：蒋琼
年龄：24岁
职业：文员

点评

▲时值暑假，庹群芳却更加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