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建议】

营业时间

中信银行理财夜市产品“中信
理财夜”近期销售火爆，从今年5月
上线至今，总体销售量已达到73亿
元，购买客户近5万人次。

统计数据显示，“中信理财夜”
开市两分钟内交易659笔， 平均交
易金额15万/笔， 每秒就有近6单成
交。至今，“收益宝”持续保持着“抢
购”、“秒杀”的火爆销售场景。业内
人士认为，“中信理财夜” 满足了客
户移动化、碎片化的理财需求，在移
动端实现真正的24小时金融服务。

■通讯员 彭姣 记者 潘海涛

中国银行东塘支行的理
财经理陶昱寰表示， 陈女士
辞职之后到找到新工作之
前， 整个家庭的收入将仅来
源于她丈夫每月9000元工
资， 扣除房贷月供4000元，
净收入为5000元； 此外，陈
女士家庭资产配置结构较为
单一； 考虑到年底的购车计
划和对小孩的教育规划需
求， 建议对现有家庭资产重
新进行配置， 在有效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通过投资组合，
实现资产稳健增长， 巧妙度
过这段收入空缺期。

本报9月23日讯 国庆
长假即将到来， 不少市民难
免担心，银行要是也休假，取
大额资金应急该怎么办？

记者今天从交通银行湖
南省分行获悉， 为方便市民
办理银行业务， 该行国庆长
假期间七成网点正常营业，
10月4日起所有网点正常营
业（长沙柑子园支行除外），
市民可根据该行公示的值班
安排选择就近营业网点前往
办理业务。

1-3日这些网点休假

10月1日至3日，休假的
交行营业网点共13个，分别
是交通银行科大支行、定王
台支行、经开区支行、松桂
园支行、湘湖支行、高新支
行、芙蓉南路支行、车站南
路支行、柑子园支行、九峰
支行、德雅支行、古曲路支
行、青竹湖支行，其余网点
全部营业。

休假期间，13个休假网
点 的 OTO 区 不 营 业 ， 但
ATM、 自助银行等正常运
行。10月4日起，所有网点(柑
子园支行除外)及OTO区对
外营业， 柑子园支行10月8
日起对外营业。

不定期巡视自助设备

“居民区、 休闲服务区及
大型商场等附近前来消费的
市民多， 服务的客户群体多，
结合网点位置、覆盖区域及客
流量等因素，我们首先考虑的
是让这些区域的网点保持营
业。” 该行个人金融业务部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为确保国庆
期间ATM、 自助银行等电子
设备正常运行，该行将加强自
助设备的维护和管理，安排专
人不定期巡视及查看监控，及
时对故障机具进行检修，保障
系统正常运转。同时，休假网
点将安排专人对自助设备及
时进行清装钞，满足市民基本
的现金存取需求。

网上银行可轻松办业务

据介绍， 需办理查询、转
账业务的市民，也可直接在家
使用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或手
机银行。交通银行手机银行转
账汇款， 无论是本行还是他
行，同城还是异地，单笔5万以
下都不用手续费。 更方便的
是， 用汇款功能还他行信用
卡， 5万以下还可实时到账。

■通讯员 蒋浩 易月
记者 潘显璇

2015.9.24��星期四 编辑 匡萍 图编 言琼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李辉A12 经济·金融

9月23日闭幕的2015年城商
行年会上发布的《变革与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20年发展报告》显
示，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城市商
业银行总资产达18.08万亿元，为
1995年的40倍， 占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比例为10.49%， 成为我国金
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城商行已成为各城市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的重要“生力军”。截至
2014年年末，城商行小微企业贷款
占全部贷款的比重高达41.2%。

另一方面， 数据显示， 截至
2015年6月末，城商行不良贷款余
额 达 1120 亿 元 ， 较 年 初 增 长
30.94%；不良贷款率1.37%，较年
初增加0.22个百分点，“双升”压力
较大。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从抵
御风险能力上看，小银行发生风险
的概率会高一些。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防控信用风险仍是城商行的
首要任务。

■据新华社

辞职转行，如何理财应对收入空缺期？
重新配置家庭资产，投资专家提出四点理财建议

国庆长假交行湖南省分行
七成网点不休假

资讯

城商行总资产
20年增长40倍

1、 采用基金定投的方
式，积少成多，为孩子准备
充足的教育金。建议每月拿
出家庭净收入的20%左右
（5000×20%=1000），选择两
只以往业绩优良的基金，一
只指数型基金， 一只偏股型
基金， 在适度控制风险并保
持资产良好流通性的前提
下，坚持长期投资，可带来稳
定的超额回报。

2、年底完成购车计划。
建议申请汽车消费贷款，首
付3成，20万左右的车首付
约为6万元，加上税款、保险
等， 留出8万元左右作为购
车储备金。 现可将这8万元
购车储备金购买中国银行
2-3个月的中低风险短期理
财产品，到期即可用于支付
车款。

3、均衡资产配置，提升
整体收益。剔除8万元的购车
准备金， 陈女士一家的可支
配资产为17万元。 建议：（1）
拿出2万-3万元作为家庭备
用金， 用来投资于货币型基
金，风险较低且赎回灵活，还
可获得远高于银行活期利息
的收益；（2）拿出6万左右做2
年或3年期定期存款，保本保
收益， 还可享受中国银行定
期上浮优惠利率；（3） 配置5
万中国银行发行的6个月到
一年的理财产品，中低风险，
流动性适中， 预期年化收益
率较存款高。（4）剩余的资金
可用于投资风险更高的基金
或股票，抓住市场行情，博取
更高的收益。

4、 为家庭成员配置意
外险与重疾险，为小孩配置
儿童教育险，分期投入，年投
入占家庭收入的10%-15%，
为家庭保驾护航。
■通讯员钟欣记者潘海涛

近日，湖南保监局对外公布了
《关于2015年上半年湖南保险理
赔服务指数的通报》， 太平财险湖
南分公司以各项评分指标优异的
成绩， 在全省20家财产保险公司
中被评为A类公司。

据悉，太平财险湖南分公司一
直以来以客户满意、客户需求为导
向，扎实推进理赔服务工作，理赔
管理部门更是狠抓日常基础管理
工作，从现场查勘、后台核赔理算
等环节，切实提高理赔案件处理效
率和提升服务水平，从而提高客户
满意度。

■通讯员 梁元 记者 潘海涛

太平财险湖南分公司
获评理赔服务A类公司

中国银行东塘支行
理财经理 陶昱寰

很多人在长期从事某个行业后，总会有些倦怠，想
换个工作环境或者换个行业工作。在这期间，家庭总收
入减半，那么，如何通过合理理财巧妙度过这段收入空
缺期呢？

【理财规划】

陈女士今年31岁，辞职
之前在长沙一家从事软件开
发的私企上班， 尽管月入近
万元， 但高强度的竞争压力
下， 陈女士觉得自己已无法
再在这个行业继续待下去
了， 因此她想转行考到事业
单位工作， 一方面能趁着准
备考试放缓生活步伐， 另一
方面也借此帮助刚入小学的
儿子适应读书生活。

但是想到自己转行后，
家庭收入会因此减少过半，
陈女士又有些烦恼。目前，陈
女士家庭拥有存款25万元，
作为企业高管的丈夫每月收
入9000元，去年他们换了一
套改善性住房， 每月需按揭
还贷4000元，近期也想换台
20万元左右的中端车，再加
上儿子和生活的开支， 陈女
士深感压力巨大， 她希望理
财师帮忙制定一个合理的理
财规划， 帮助家庭度过这段
收入空缺期。

“中信理财夜”受热捧
至今销量超70亿元

10月1日至7日，在营业时间方面，交行长沙城
区支行的营业时间为9：00至17：00， 望城支行的营
业时间为9:00至16:00，宁乡支行营业时间为9:00至
17:00，浏阳支行营业时间为9:00至17:00。10月4日至
7日，经开区支行营业时间为9:00至17:00。10月8日，
所有网点恢复正常营业。

【理财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