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背景

对于家庭理财来说，要合理配置资产。融360理财分析师建议将资金分
为三份：一份作为应急资金，方便日常消费及支取，这部分资金适合放在互
联网宝宝等流动性较强的产品上；一份作为保命资金，投资一些稳健的理
财产品，比如银行理财、保险理财、票据理财、债券、债券基金及混合基金等；
一份作为闲散资金，可以进行高风险投资，比如股票、股票基金、P2P等。

至于每部分资产的配置比例，要根据不同的家庭情况而言，如果你的家
庭处于起步期，资金压力较大，应多配置稳健类理财产品，如果你的家庭积蓄
较大，可以适当多配置高风险产品，但高风险投资部分不建议超过50%。

提醒

家庭理财建议将资金分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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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湖南居民价格消费指数（CPI）同比
上涨2.2%，而另一方面，自去年以来央行5次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1.75%，这意味着负利率时代已经到来，那老百姓该如何管理自己的钱袋子呢？

9月20日，友阿海外购跨
境电商O2O体验店第5家门
店在友阿奥特莱斯正式开业。
这已是友阿股份发挥其线下
实体店优势，为旗下跨境电商
项目友阿海外购开出的第5家
线下体验店，由于展示面积和
商品较之前的门店均有提高，
被不少消费者戏称为海外购
体验店“PLUS版”。

商品均有防伪溯源码

在体验店内，展示的每件
跨境商品都有与之匹配的二
维码，市民如果看中，拿出手
机扫描相应二维码便可实现
购买。据海外购奥莱店店员介
绍， 已存放在保税区的商品3
至7天即可到货， 直邮商品7
至15天可到货。

记者注意到，在友阿海外
购体验店内展示的商品包装
上，均贴有宁波跨境贸易电子
商务进口商品防伪溯源码，将
解决跨境电商货品来源参差
不齐、真假难辨的困扰。

友阿集团品牌事业部总经
理胡硕介绍， 该店目前展示的
商品有近400件，这还不到友阿
海外购线上商品规模的五分之
一， 自友阿海外购开启线下体
验模式以来， 来自线下“扫码
购”的订单呈现几何式增长。

未来两年内开满500家

此前，友阿海外购线下体
验店已分别在阿波罗商业广
场、友谊商城等友阿集团旗下
百货商场开出4家。 这仅仅是
友阿海外购体验店线下扩张
的开始。

据胡硕介绍，未来，友阿
海外购计划在长沙开设10至
20家门店，在省内地、市各开
设5家， 并与全国海外购商家
联盟合作， 在2年之内开出
500家跨境电商体验店。

截至目前， 友阿海外购平
台跨境商品已涵盖美国、英国、
韩国等22个国家和地区， 商品

种类包括母婴用品、美容彩妆、
营养保健、国际轻奢、家居洗护
和进口美食等6大品类。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者在
海淘中遇到尺码不合、看错说
明等问题都可以在友阿海外
购得到解决。友阿海外购将为
消费者提供国内售后服务，如
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存在质
量问题，将由友阿海外购直接
进行退换货处理。

“只有独家特有、 物超所
值、符合目标客户群需求的差
异化进口类商品和最贴心的
用户体验才能留住用户，打开
销量， 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胡硕表示。 ■记者 朱蓉

线下手机“扫一扫”，境外好货送到家
友阿海外购再增一家线下体验店，未来两年内将开满500家

1公斤重 999纯金《伟人大金币》
超低价 1 折震撼发行，湖南省限量 100 名

上海造币厂权威铸造发行，百姓极为认可的收藏、储蓄、投资：金字招牌，今后随时可交
易变现，发行价：29800 元，999 纯金打造,总重 1000 克；前 100 名仅需 1 折 2980 元，正
是入手投资的好时机，每人最多限购 3套，金币正面字样“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立体
高浮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大伟人、长城等图。 背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
发行标识，图案均采用国际最先进的造币技术铸造，全立体、镜面抛光铸造的纯金高浮雕，
极具艺术观赏和收藏价值。 抢到就是赚到!

第一，超低价发行。材质又贵重，1公斤重
的伟人大金币， 这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价值保
障，投资讲究的就是低价买进。

第二， 权威机构上海造币厂采用难度非
常大的高浮雕造币工艺铸造。 立体感很强，尤
其是在这么大的面积上全部采用高浮雕，这
个水平是国际领先的，而且线条流畅、错落有
致、独具匠心。

第三，铸造单位权威。 必须是由国家法定
造币机构官方制造才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和
增值空间，《1 公斤重伟人大金币》是由国家权
威造币机构制造， 是法定的收藏投资品，1 折
价限量发行，机不可失。

史无前例！ 史上首枚最大规格 1 公斤重
纯金大金币，将来花再多钱都难买到

以往发行的伟人纪念币都是小克重的，
且币面设计简单，而此次发行的 1 公斤重《伟
人大金币》 是有史以来第一枚超大规格的纪
念金币,均采用全立体、镜面抛光、高浮雕等国
际最先进的造币技术铸造。 其规格之最，背景
之大，历史之厚重远远超过其它纪念币。 未来
就是花再多钱也难以藏到它！

专家介绍：近年，大克重的金银纪念币涨
势迅猛，已成为市民投资的不二之选，拿最近
的 2008 年奥运鸟巢 5 公斤重纯银纪念章来
看， 从发行价 49800 元， 现在涨到 156000 元
了， 如果按奥运鸟巢 5 公斤重纯银纪念章涨
幅倍数来算的话，《伟人大金币》 在不久后便
会大幅攀升。《伟人大金币》是国家权威造币
机构上海造币厂铸造的高规格收藏、投资品。
国家以前也发行过一些银币，如羊年 500克重

的银币涨到 28000 元，猴年 500 克重银币涨到
25000 元， 而这只是 500 克重的价格，《1 公斤
重伟人大金币》 比它们的重量整整多出了 1
倍；价值空间可谓更大！

国际金融大师索罗斯也建议每个家庭，
应将资产的 10%到 15%投资到金银上，使
自己的资产保值。 藏品市场稳定，又受国家政
策支持。 1公斤重伟人金币，是收藏、投资、规
避风险的硬通货， 是收藏市场难得一见的收
藏珍宝，是不可多得的收藏机会。

金银币收藏投资专家孙老先生表示：纯
金纯银纪念币具有保值功能， 国家发行的纪
念币我几乎都买过，涨得多的有翻几十倍的，
最少的都要每年平均涨 30%多，前几年发行的
红色伟人纪念金币，现在都涨了 10倍多，这次
发行的 1 公斤重伟人金币原始发行价 29800
元，现在只需要 2980 元，买到就赚了，所以我
赶紧订购了 3 套留给儿孙， 比钱放到银行划
算多了，财富可以稳增长。

每套均有上海造币厂出具的收藏证
书，国家金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报告。

全国限量发行：2000套 统一发行价：
29800元 /套 前 100名 2980元 /套
订购热线：400-6288-598���

（全市免费送货， 凡购买两套以上者赠
送价值 1680元的毛泽东金钻怀表一套）

发行公告

负利率时代来袭，
如何管好钱袋子？
三类理财产品跑不赢CPI�
家庭理财要合理配置资产

自去年以来，央行已经实施5
次降息，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
1.75%。而8月份，湖南省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2%， 也就
是说，你把钱放银行跑不赢通胀。

若按基准利率计算，市民在银
行定存1万块钱，存一年，到期后本
息收入是10175元。 而物价若维持
2.2%的上涨，那么今天1万元可以买
到的商品一年后需要10220元！

事实上，除了一年期的银行定
期存款，目前市场上还有两类理财

产品跑输了CPI： 部分互联网宝宝
以及外币理财产品。融360监测数据
显示，目前一年期以内存款利率大
多在2%以内，部分互联网宝宝产品
收益也跌破2%，大多数外币理财产
品都在2%以下甚至1%以下。

过去很多市民没有理财习
惯， 把钱放在银行账户里不闻不
问，低利率时代下，这种行为将会
导致财富加速贬值。

那么， 又有哪些理财方式可
以实现现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类理财产品跑不赢CPI顾客在体验店内选购商品。

今年上半年票据理财收益尚
且稳定， 但是下半年开始也显露
出下降的苗头。京东金融自2014
年8月上线票据理财产品，最初收
益高达7%左右，今年上半年大部
分票据理财产品收益率则在5.7%
左右， 而目前的收益率大多为
4.9%，已经与银行理财产品持平，
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大减弱。

国内主流票据理财平台有京
东金融、苏宁理财、金银猫、金票
通、票金所等，收益普遍在6%-9%
之间。另外，商业承兑汇票收益要
高于银行承兑汇票， 但风险要高
一点。 投资者要合理调整自己的
投资策略，不要盲目追求高收益，
尽量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匹
配的理财产品。 ■记者蔡平

【票据理财】不可盲目追求高收益

在降息周期中，P2P网贷行业
也未能逃脱掉收益大幅下滑的命
运， 自年初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跌
趋 势 ，7 月 份 平 均 收 益 率 为
14.88%， 首次跌破15%。8月的平
均收益率进一步下行为13.98%。

融360理财分析师指出，P2P
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理财产品，投

资者要充分评估自己的风险评估
能力，将资金安全放在首位。目前
网贷行业风险仍然不容小觑，最
近两个月问题平台数量超过百
家。 投资者可以在一些成立时间
在一年以上、收益率在15%以下、
背景实力较强的P2P平台中进行
考察比对。

【P2P�理财】注意风险防控

银率网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1-4月， 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
率还维持在5%以上， 但是5月份
便跌破5线并迅速走低，7月份收
益率跌至4.68%。

从收益类型来看， 保本类理
财产品平均收益已经跌破4%，非
保本类理财产品已经跌破5%；从
发行银行来看， 大型国有银行的
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在4.5%以
下， 中小银行的理财产品平均收

益率在5%以下。此外，少部分理
财产品存在收益未达标情况，其
中大多为结构性理财产品。

融360理财分析师建议，城商
行及股份行的理财产品收益要高
于国有银行， 要优先选择中小银
行；对于同一银行来说，理财产品
期限越长收益往往也越高，要尽量
选择中长期理财产品。市民还可以
关注一些节假日及夜市理财产品，
收益往往要高于日常理财产品。

【银行理财】依然是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