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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理财成为幸福人生
的有效助力， 记者采访了民生
银行长沙分行专业理财师李丕
钢。李丕钢表示，绝大多数人将
理财等同于投资理财、股票、基
金，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完整的理财包括“开源、节支、
风控、投资”四个方面。

1.开源：通过付出劳动获
得报酬。 工作越不可被替代含
金量越高， 只有不断提高专业
水平， 让自己成为组织中不可
或缺的角色， 获得升职加薪的
机会，才能得到较高收入水平。

2.节支：为了维持目标生活
质量所需的支出。根据统计，大
部分人减少20%-30%的日常
开支不会影响现有生活质量。
这部分资金可以结余放在定活

两便的账户之中， 既能最大化
提高资金收益， 又不影响日常
开支，还可以定期用于投资。民
生银行直销银行“如意宝”可以
满足此类需求，随存随用随取，
收益远超活期利率。

3.风控：为应付养老、疾病、
意外等购买保险。目前，民生银
行每家网点都配备了专业理财
师， 并有建立在大数据的智能
咨询系统， 能根据客户个性化
需求提供专业定制服务。

4.投资：通过资产配置获得
投资收益。投资首要是避险，银
行低风险理财是首选。 在满足
稳健低风险投资基础上， 建议
一般个人投资者通过基金定投
方式提高收益率。

■通讯员 卫鸣笙 经济信息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
署。文件指出，要健全适合农业农
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把更多
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更好
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

记者近日从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获悉，该行首笔“惠农担-
粮食贷”在长沙浏阳支行实现投
放。该笔贷款担保费率、贷款利
息低， 财政还为农户提供了补
贴。位于浏阳市金刚镇太子湖村
的某种植合作社是该村的种粮
大户，2017年年底， 合作社负责
人陈先生在当地农业主管部门
了解到粮食贷业务后主动向交
通银行咨询。此前，为支持合作社

的粮食生产，交通银行为其提供
了20万元贷款额度。在得知该合
作社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资金
周转后，交通银行第一时间与湖
南农业信贷担保公司联系，积极
准备相关资料，短时间内成功为
客户发放35万元贷款。

据介绍， 借款人如需申请
“惠农担-粮食贷”，需有丰富种
植经验和技术，或从事粮食种植
业生产经营时间不低于3年。同
时，粮食种植土地面积需根据经
营方式满足不同的基本条件。

下阶段， 交通银行湖南省
分行将继续做好“惠农担-粮食
贷”推广及服务，助力湖南农业
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潘显璇 蒋浩 易月 经济信息

目前正在发行的嘉实金
融精选是嘉实基金明星产品
线———行业股票基金的新成
员。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李
欣曾获得2014年新财富非银
金融行业分析师第一名。嘉
实基金不断锻造自身的投研
文化和投资体系， 形成培养
投研人才的长效机制， 为解
决投研人才难题逐渐树立标
杆。近些年，嘉实涌现出张丹
华、李化松、姚志鹏、李欣、肖
觅、王凯等多位“新生代”基
金经理， 历经嘉实基金研究
部锤炼出的扎实的行业研究
功底， 管理着与自身研究方
向相符的行业基金， 成为这
些基金经理的共同标签。

■黄文成

本报3月7日讯今日，记者从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了解到，2018
年第一期、第二期储蓄国债（凭证
式）将从3月10日起开始发售，本
次两期国债计划最大发行总额
为300亿元。与此同时，2018年共
有10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8期
储蓄国债（凭证式）将兑付。

2018年第一期为 150亿
元， 期限3年， 票面年利率为
4.0%；第二期为150亿元，期限
5年，票面年利率为4.27%。发行
日期为3月10日至19日。值得注
意的是， 本次两期国债均为凭
证式， 即从投资人购买之日起
开始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不计复利，逾期不加利息。

“凭证式国债需要投资者
主动到银行办理兑付。 但因投
资者自身遗忘、 凭证丢失等原
因， 出现过不少到期未办理兑
付的情况。”股份制银行大堂经

理高先生提醒消费者， 市民在
银行网点认购凭证式国债时，
可办理约定转存业务， 这样既
不用担心购买的国债会由于遗
忘而无故损失利息收益， 还省
去了来往银行的麻烦。

从财政部公布的2018年全
年储蓄国债发行计划来看 ，
2018年储蓄国债将从3月10日
开始发行9次，其中，凭证式国
债3月、5月 、9月、11月发行4
次，电子式国债4月、6月、7月、
8月、10月发行5次，每次发行均
分3年期和5年期两种。

目前， 长沙全市储蓄国债
发行承销机构有工行、农行、中
行、建行、交行、邮储、招行、中
信、兴业、浦发、光大、华夏、民
生、广发、北京银行、平安银行、
恒丰银行等17家在湘营业网
点， 广大市民可持身份证前往
购买。 ■记者 黄亚苹

湖南保监局近日在官网发
布消息， 称为了防控保险从业
人员激增风险， 推行行业失信
惩戒机制， 强化对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的有效管控， 具体措施
包括协同追责、数据共享、行业
自律等。

一方面， 湖南保监局在前
期调研的基础上， 强化监管推
动行业自律， 着力规范从业人
员管理。目前，全省已有107家
机构签订了自律协议。同时，湖
南保监局将加大预警分析力
度， 重点盯紧保险从业人员销
售行为， 将理赔服务和信访投
诉环节纳入管控范围， 视情节
不同划分为终身禁入、 限期禁

入和审慎录用等三类情形予以
规制。 对从业人员离职后发现
其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
通过跳槽规避追究责任，经原用
人单位提请追责，现用人单位无
条件配合。此外，相关的数据也
会实现共享，包括在行业内定期
通报、监管部门审批高管资格及
保险机构录用从业人员实现信
息共享、注重与国家信用体系及
全国保险行业失信惩戒机制对
接实现数据共连等。

为保证效果， 失信惩戒机
制将涵盖产寿险机构、 专业中
介机构和兼业代理机构， 挤压
套利空间，避免监管死角。

■记者 潘显璇

近日， 中国保监会发布修
订后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
法》，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
比例上限由51%降低至三分之
一，以加强股权监管，弥补监管
短板，有效防范风险。新修订的
管理办法自4月10日起施行。

办法共9章94条，主要包括
投资入股保险公司之前、 成为
保险公司股东之后和股权监督
管理规则三个方面的规则体
系， 重点明确了保险公司股东
准入、股权结构、资本真实性、
穿透监管等方面的规范。

在强化股权结构监管方
面， 办法将保险公司单一股东
持股比例上限由51%降低至三
分之一。同时，按照分类监管原
则， 根据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对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将
保险公司股东划分为财务Ⅰ
类、财务Ⅱ类、战略类和控制类
四个类型，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
制度设计。

办法明确投资入股保险公
司需使用来源合法的自有资
金， 投资人不得通过设立持股
机构、 转让股权预期收益权等

方式变相规避自有资金监管规
定，并以负面清单的方式，明确
了不得入股的资金类型。

在股权结构、 资金来源以
及实际控制人等方面， 办法规
定对保险公司实施穿透式监
管。强化对投资人背景、资质和
关联关系穿透性审查， 将一致
行动人纳入关联方管理， 明确
可以对资金来源向上追溯认
定， 将保险公司股东的实际控
制人变更纳入备案管理， 重点
解决隐匿关联关系、隐形股东、
违规代持等问题。

办法加大了对股东的监
管和问责力度，确定建立事前
披露、事中追查、事后问责的
全链条审查问责机制。通过股
权预披露、公开质询等公众监
督手段，股东承诺及声明等自
我约束手段，章程特殊条款等
公司治理手段，全面加强股权
审查。办法还加大对违规股东
的查处， 视情节采取责令改
正、限制股东权利、责令转让
所持股权、撤销行政许可等监
管措施。

■据新华社

保险公司单一股东持股比例降至1/3
按照分类监管原则，股东划分为四个类型，进行制度设计，有效防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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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保险业推行失信惩戒机制

理财提升生活品质

10日起发行两期国债共300亿元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落地首笔“惠农担-粮食贷”

基金资讯

鹏华消费优选
回报达43.8%

据统计， 我国2018年春
节黄金周全国零售和餐饮企
业实现销售额约9260亿元，
比去年同比增长10.2%。在此
背景下， 布局于消费领域的
基金产品也为投资者带来了
较好的投资回报。 记者注意
到， 鹏华基金旗下的鹏华消
费优选、鹏华品牌传承、鹏华
养老产业等基金过去一年回
报均超 40% 。Wind数据显
示，截至2月26日，过去一年，
鹏华消费优选、 鹏华品牌传
承、 鹏华养老产业三只产品
的 净 值 增 长 率 分 别 达 到
43.8%、43.36%、41.52%。

■黄文成

嘉实基金树立
行业投研人才标杆

7日中午，中南大学升华学生公寓八食堂，学生使用特制的“智能餐具”刷盘就餐。当
天，该食堂启用自动识别餐盘收费，只需将选好饭菜的餐盘放置在感应台结算区，机器
便可根据餐具中植入的芯片快速自动读取显示所需金额。 记者 徐行 摄

“刷盘”就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