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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财？快看专业理财师的“锦囊”
本报邀兴业银行海口分行理财师为你的资产
“把脉”
□ 本报记者 汪慧

投资是人生之大计，理财规划尤其重要。每个人的理财规
划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了目标，在此前提下，进行有
计划的投资。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以客群
分类，请该行理财经理刘华斌“以案说法”给出合理建议，希望
能给读者今后理财带来借鉴和帮助。

大学毕业生 如何度过经济断奶期
小刘今年 24 岁，大四的时候，学习园艺设计的
小刘已经在一所设计院实习，表现突出的他毕业后
顺利和公司签约了，初期工资 4000 元左右。参加工
作近一年来，他大部分的收入用于房租、在外吃饭
和朋友聚会上，几乎没有任何积蓄。想到未来还要
买房、买车，成家立业，小刘觉得很迷茫。
案例分析：刚工作至结婚的一段时期，一般为 2-5
年，这段时期是未来家庭的积累期，每个人的经济收
入都比较低且花销较大。尤其对于刚毕业还“两袖清
风”的大学生来说，
财富的增值显得渺茫。
理财师支招：对于刚入职场的新人，最好的投资
是基金定投。基金定投类似银行的零存整取，是指在
每月固定的日期以固定的金额（100 元以上）自动认购
指定的基金。基金定投的优点有：定期投资，积少成
多；自动扣款，操作简便；平均投资，分散风险；长期投
资，收益可观。小刘可以每月定投 500 元或以上的基
金，一年至少可以存下 6000 元。除了基金定投强制储
蓄外，小刘最迫切的是应该为自己购买一点保险，比
如意外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来增强对抗风险能力。
这两种保险开销很小，
每年交一两千元即可。

工薪阶层 如何告别
“死工资”
今年35岁的周女士硕士学历，
现在是一家事业单位
的中层管理人员，
年薪 20 万左右。刚生完二胎，
正在休
产假的她最近有些忧虑。
“老公也是拿 7000 多元的固定
工资，
我产假期间收入也不高。现在有两个孩子要抚养，
家里每个月还有3000元的房贷要还，
一直想把孩子好好
培养，
将来能去国外深造更好，
目前看有点难以实现。
”
案例分析：每月领取“死工资”是许多工薪阶层的
苦恼，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出色地独当一面，或
者已经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但是依然难走出“死工

资”的桎梏，而朝九晚五的工作，也让疲惫的工薪族们
无暇做兼职，加之购房、买车的现期压力，如何提升生
活品质成为他们的普遍追求。
理财师支招：周女士家庭年收入大概在 30 万元左
右，
车贷、
房贷、
抚养两个子女、
日常开销都是一笔不小
的数目，
想要达成目标，
只能开源节流，
由于各种限制，
只能节流，建议周女士将每月支出控制在 14000 元以
内，大概为车贷 3000 元、房贷 3000 元、子女抚养 4000
元、
生活开支 4000 元，
如此每年能够节约大概 13 万元。
同时，
加强自己的投资理财观念，
目前很多银行的
理财产品年收益都在 5%左右，
勤于理财，
让之前的积蓄
变成可以生蛋的金鸡。另外，
要设立教育基金账户（建
议每年大概 3 至 5 万元），
可以是基金定投，
也可以是教
育型的年金保险等，
做到专款专用，
积少成多。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收入的增加，财富会越积越多，比如 100 万
元按 5%的年收益，
每月会有 4200 元左右的理财收入。

企业主 长期理财收益如何来保障
林老板今年 45 岁，毕业于建筑类专业的他之前在
一家房地产企业任部门负责人，年薪 40 万元左右。近
几年林老板离开公司自己创业做工程，虽然压力更大
了，但是公司发展十分顺利。林老板现在年收入 200
万左右，有四套现房，两套自住，两套出租。林先生有
两个小孩，分别读小学、初中，
计划让孩子出国读书。
案 例 分 析 ：个 体 经 营 户 相 对 收 入 较 高 ，但 起 伏
也较大，而且企业发展随时有资金的需求，如何在
保证资金流动性的基础上，尽量地去实现高资金的
收益率，且能在子女教育、退休养老等长期保障计
划中最好做出全面合理的规划，是他们的诉求。
理财师支招：林老板绝对是个人生大赢家，目前
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但也要为将来的不确定性做好
准备。首先林老板要将家庭资产和“工程”资产做一
个分离，让“工程”承担有限责任，其次是购买或成立
一笔信托用作子女教育，收益高，且保证在任何情况

下都能专款专用（信托成立的金额要求比较高，也可
以用保险替代），最后是提高“工程”流动资金的使用
效率，适合做银行的“宝宝类”活期理财，年化收益 4%
左右，可随存随取，方便灵活，1000 万元每日收益 1000
余元，即可以满足工程的流动性，又能充分利用资金。

老年群体 如何科学打理一辈子的积蓄
退休在家的郭大爷和老伴以前都是国企员工，退
休前工资不是很高，但福利不错，收入稳定。退休后，
郭大爷每月都有 7000 多元，老伴每月 5000 多元。老两
口打拼了几十年，如今大儿子已经成家生子，小女儿
也已经毕业工作。孩子大了，郭大爷身上的担子轻了
很多，平时郭大爷喜欢旅旅游，带带孙子。郭大爷希
望理财师支支招，如何让自己的积蓄最大化升值？
案例分析：老人有固定的退休收入，经济上非常
独立。由于知晓的理财知识有限，大多数老人临渊羡
鱼束手无策，甚至有些老年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误
将积蓄送到不法分子手中。辛苦大半辈子，如何好好
计划怎么过上优雅的养老生活，
是老年群体的诉求。
理财师支招：
退休后忽然间空闲下来，
许多老人喜
欢聚在一起乐呵乐呵，有好的理财项目免不了相互介
绍，
这也让很多不发分子抓住了空子，
一些打着理财幌
子的假平台会各种吹嘘，前期购买确实能得到一点好
处，一段时间后这些平台就会存在跑路的可能。这里
小刘提醒各位，
银行贷款利率也不过 6%左右，
一些理财
项目一旦超过贷款利率，
我们必须多个心眼，
远离这些
非法集资。另外，存款、理财一定要去银行办理，避免
第三方机构经手。老年客户的钱来之不易，建议留存
半年的开销费用留作应急资金，另外在银行存入一定
数额的定期存款用作突发事件应急资金（定期存款可
以随时支取，理财未到期不能支取），剩余的钱可以分
短、中、长期购买银行保本或低风险理财、国债等以抵
御通货膨胀，
使自己来自不易的积蓄保值增值。

科学理财有哪些技巧
□ 本报记者 汪慧

投 资 者 要 考 虑 自 身 的 实 际 情 况 ，量 力 而
行。理财师建议，拿闲钱来进行投资理财，一来
享受投资的乐趣，二来缓解经济压力。与此同
时，找银行专业人士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并为你
配置适合的产品，
一定能成为投资赢家。

■ 如何锁定长期收益？

■ 购买理财需注意什么？

■ 如何收益货比三家？

一看是否银行发行；二查是否在全国银行业理财
信息登记系统中登记；三看购买的理财产品是否很快
起息，有时候 5.2%的理财一周后才起息有可能收益还
比不过 5.0%隔日起息的理财；
四要充分规划，
保留部分
资金购买短期或活期理财，
作为突发事件应急资金等。

经济都是有一定周期的，存款利率也是有涨有
跌，在加息阶段，利率有往上走的趋势，这个阶段建议
配置短期理财；在降息阶段，建议在降息初期即购买
长期理财或者国债以锁定未来两到五年的收益。

客户为了最大化收益，可以在不同的银行（3 家以
上）均购买一定数额的理财产品，同时时常与各个理
财经理保持联系，询问理财项目收益情况，一段时间
比较后可以将利率低的资金转入利率高的银行，最后
留有资金的银行不超过 3 家。因为这几家银行的理财
收益均是通过比较胜出的，后期的理财收益相信也不

会比同期其他银行的低，同时还可以避免时常更换银
行和理财经理的麻烦。

■ 如何分散
“鸡蛋”
风险

投资准则里面最经典的准则就是“永远不要把鸡
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不同的投资者，应有不同的投
资策略。
目前的投资产品有高风险的期货、
股票、
股票型基
金等；
中等风险的有债券、
债券型基金、房产等；低风险
的有银行理财和基本无风险的定活期存款、国债、保
险产品等。每一个投资者，均应配置不同风险程度的
产品，并在配置产品的过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配置比
率和配置标的，
切勿盲目配置或听从他人不当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