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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家庭就不用理财了？

岁末年初：理财师教你如何理财
月入 5 千或者月入万元以内的家庭

每到岁末年初，
随着各大金融机构纷
纷推出各类理财产
品，
“ 理财”就会又一
次让市民们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多少资金
适合理财？低收入家
庭可以理财吗？想必
很多人都思考过这类
问题。其实年收入多
少跟理财没有多大直
接关系，理财不是有
钱人的附属品，人人
都可理财，因为理财
的目的并不仅是财富
增值，它还能让我们
对家庭财务进行合理
规划，免受通货膨胀
导致贬值。
近 日 ，记 者 采 访
平安银行海南省分行
理财师，为各年龄段
人群理财、中低收入
人理财，以及岁末年
初理财须注意的事项
进行梳理和建议。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王培琳

此类人群主要特点是家庭储备资产较
少、自身及家庭成员保险等风险防范手段较
少。
理财师建议此类人群日常理财手段以
基金定投为主，并做一些基金的组合配置，
降低整体投资风险系数。
平安银行针对基金定投业这种投资方
式推出一款业务叫“智能定投”，该业务 1000
元起点，可以根据客户的风险等级投资金
额、期限等需求条件给客户设置基金定投组
合供客户选择。这种专业建议能给投资经
验不足的客户较好的起到指导作用，大大降
低投资风险，提高整体资产的收益率。
同时理财师也建议此类人群给家庭经
济支柱及家庭主要成员配置保障类保险产
品，以保障意外发生时的资金需求，保险品
种配置顺序如下：意外险、重疾险、少儿教育
险、养老险等。

利用岁末年初理财
“高收益”
一般，岁末年初各大银行均会推出本行
理财产品，及代销类产品，这一阶段理财产
品的预期收益率都会比平时高 10%左右，银
行客户权益享受内容也会比平时丰富，建议
此时市民可以把年终奖、家庭备用金等中长
期资金，用于投资银行中长期理财产品或代
销类产品，为整体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做贡
献。
同时，理财师特别提醒大家，岁末年初
是黄金需求大于供给的时期，不是刚性需
求，是投资行为，建议不要跟风购买，此阶段
投资成本较高。

按人群分
■ 毕业不久的上班族重储蓄
此类人群刚毕业参加工作，月薪不高，
消费量大，盈余不足，无法购买银行常规理
财产品（银行常规理财产品起点为 5 万元）。
建议选择做一些起点低强制储蓄性的投资
业务，如平安银行的“基金定投”及“黄金定
投”等，这两类定投业务起点低，金额最低
100 元起，定投的形式可以分为按天、按月等
扣款，扣款期限也可以根据客户实际情况设
定终止时间。既强制储蓄，累计生息，又可
以参与金融市场带来的增长收益分享。
此外，对于这个阶段来说，资金应该是
最自由的，如果有多余资金不急着使用，可
以做三至五年投资规划：开设一个基金账户
每月定期定额投资，购买稳健型的家庭理财
产品，也可根据不同风险偏好选择股票等适
合自己的理财类型。
■ 中年稳定收入群体重投资组合
此类人群大部分属于事业巅峰期，收入
稳定、家庭负担重，购房后每月还房贷还车
贷给家庭带来一些经济压力，需要有充足的
现金流应对。此类人群建议做家庭资产配
置组合投资，通过不同风险以及长短期相结
合进行投资组合的配置，以实现资产的保值
增值。
平安银行等银行的投资顾问服务可根
据客户风险等级及家庭结构以及客户的需
求等各个差异化因素来提供个性的资产配

置方案并根据客户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调整。
根据理财师建议：基本上，此类人群可
拿出家庭净资产的 10%购买银行的流动性
高的现金理财产品，应付日常家庭支出及紧
急情况处理；5%资金给家庭支柱购买意外
险、重疾险组合，以防家庭支柱出现意外时
还能保持家庭生活品质；50%资金购买一年
以内期限银行常规理财产品，35%资金购买
1-3 年以上中长期银行理财产品及代销公
私幕产品，作为家庭资产重要保值增值的来
源。
■ 老年群体首要是保本
老年群体应以安度晚年为目的，投资和
花费通常都比较保守，身体和精神健康最重
要。这时要减少高风险投资，以固定收益类
投资为主。此类人群投资的首要目标是保
本。
理财师建议购买银行存款类的产品，或
常规保本类理财产品，理财期限建议以一年
以内为主，因为老年人突发情况较多，紧急
时可能要用资金。
平安银行针对类似以上客群特点推出
一种保本存款业务叫“大额存单业务”，该业
务起点为 20 万，期限从 1 个月到三年区间都
可选择，收益可按月付息也可到期一次性连
本带息返还，紧急情况可以提前支取也可以
进行转让。集齐保本、收益稳健、支取灵活
等特点的“大额存单业务”是老年客群投资
理财的较好选择。

我国银行理财产品规模近 30 万亿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近日发布
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7）》显
示，截至 2017 年末，全国银行业理财产品
存续余额为 29.54 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0.4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69%，
增速同比下
降 21.94 个百分点。其中，同业理财规模
与占比较年初
“双降”
。另外，
债券等标准
化资产是理财资金配置的主要资产，
而新
发行理财产品则以低风险等级为主。

2016年全国银行业理财产品为29.0万
亿元，较年初增加 5.55 万亿元，增幅为
23.63%。2017年银行理财增速现断崖式下
降，
比 2016 年少增 5.06 万亿元。且在月度
同比增速上，
曾连续8个月下降。从结构来
看，
主要在于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同业理财规
模下降。报告显示，
同业理财规模和占比较
年初
“双降”
。截至 2017 年底，
金融同业类
产品存续余额为3.25万亿元，
占全部理财产

品存续余额的11%。金融同业类产品存续
余额较年初大幅减少 3.40 万亿元，
降幅为
51.13%；
占比较年初下降11.88个百分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向个人投资
者发行的一般个人类、高资产净值类与
私人银行类等理财产品存续余额占全部
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 66.99%。其中，一
般个人类产品存续余额较年初增长 2.76
万亿元，增幅达 23.31%；占全部理财产品

存续余额的 49.42%，较年初增长 8.68 个
百分点。
从资产配置情况来看，债券、银行存
款、拆放同业及买入返售、同业存单等标
准化资产是理财资金配置的主要资产，
截至 2017 年底，共占理财产品投资余额
的 67.56% ，其 中 债 券 资 产 配 置 比 例 为
42.19%。
(新华网)

中行金融管家

中行信用卡消费金融产品 生活尽无忧
百姓生活中，
“ 消费”是民生重要课题
之一。中行海南省分行依据当地客户消费
特点，进一步加大金融资源配置力度，并持
续加强消费金融产品创新。
据介绍，该行为给客户打造差异化的
授信服务，通过分析信用客户日益多样化
的信贷消费需求，推出了刷卡分期更加便
捷的金融产品——中国银行信用卡消费金
融产品（信用类）。该产品除满足客户常规
的购车、装修、车位等基础大额消费需求，
更是开创了包括教育、婚庆、医疗等个性化

消费服务功能。
该产品具有众多优势：额度专享。办
理该项业务，中行参考客户家庭工作信息
或资产情况，授信额度可高至 30 万元；期限
丰富。分期期限一至五年，充分缓解还款
压 力 ；费 率 优 惠 。 部 分 客 户 月 费 率 低 至
0.25%；部分服务可选择现金自主使用，分
期授信金额 30 万元以内可划入办理客户名
下中行账户，满足各种消费资金需求；办理
便捷。纯信用、免抵押、申请资料简便，支
付方式灵活。

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营业网点，中国银行客服热线95566 或者 海南分行咨询电话：0898-66563276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最新优惠产品
跨境业务优惠产品介绍

一、
阳光海外直投
*客户选择自己的投资标的，将资金直接投资到海外；
*不受外汇管理局 5 万美金购汇额度限制；
*阳光、合法、境外支付效率高！
二、
跨境见证开立海外账户
*提供本人身份证、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原件即可办理；
*可进行储蓄存款、境外汇款、金融投资（证券、基金、衍生产品）！
三、
外币三重礼优惠活动
*在南商（中国）各网点办理外币境外汇款，
免汇款手续费；
*在南商（中国）各网点办理外币结售汇业务享点差 5 折优惠；
*美元、港币定期利率优惠！

查询详情，请即致电或
亲临南商（中国）海口分行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 2 号时代广场首层 咨询电话：66592664，66553285，665532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