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量入为出，理财宜早不
宜晚， 有闲钱才做投资理财。投
资者要认识到做好财务安排的
重要性，有些理财产品不能马上
变现，所以要在日常使用和未来
应急之需的基础之上进行理财。
同时，理财应尽量早，越早存钱，
复利效果越惊人。

二是做任何投资决策前，都
需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不
要高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追
求高收益的同时，承担的风险通
常也会增加。

三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资产配置对专业性要求很高，从
市场研判到制定配置方案，再到
执行配置方案，如果是非专业团
队或缺少专业经验，就很难做得
好。建议委托专业的机构和人士
进行投资理财。

建议
针对当前形势
刘珺给出三个建议

长 郡
中学附近
酒驿烤肉
店，不少学
生正在用
餐。

记者
卜岚 摄

“8月8日早上7：25，长
沙飞上海的经济舱， 美团
原价要510元，而青年票只
要367元。”8月11日， 长沙
市一中毕业生罗同学表
示， 暑期线上购票能省下
不小的一笔钱。

机票打折、用餐优惠、
培训火热……随着高考的
落幕， 考生和家长纷纷开
启花样“消”暑模式，各大
商家也盯上了“暑期经
济”，新一轮的消费与出游
热潮开始兴起。

旅游：
青年购机票低至2.2折

8月8日吉祥航空长沙
飞往上海的青年票低至2.2
折，仅367元。据在线客服
介绍，“青年票”是美团官方
针对18-24岁的青年群体
推出的一款特惠出行产品。

为了吸引暑期游客，
不少游乐园更是量身定制
了“暑假卡”。8月10日，记
者走访各大游乐项目发
现，单次价格在100元左右
的游乐场大多推出了400
元的“暑假卡”，购卡后消
费者可在暑假期间无限次
游玩。

餐饮：
优惠活动持续到8月底

在暑期， 不少餐饮品
牌均推出了超值优惠。比
如谭鸭血老火锅、 胡桃里
音乐酒馆、 欢喜毛肚火锅
均推出了9.9元购100元代

金券，袁老四重庆火锅推出了
99元抢价值209元的火锅套
餐等。

“从7月8日下午开始，我
们店就推出‘毕业生8.8折’的
优惠活动， 并将持续到8月
底。” 长郡中学附近一家酒驿
烤肉店老板莫媛告诉记者，活
动推出后营业额涨了三成。

7月8日， 茶颜悦色就推
出了一期“毕业生5元喝新
品”活动。而星巴克咖啡则通
过口碑平台推出“大学生专
享”优惠饮品，完成支付宝大
学生认证，即可享受焦糖玛奇
朵大杯立减7元的专属优惠。

培训：
8月第一周约30人报名

8月4日， 淘宝发布的
《2020中国消费者暑期兴趣
学习报告》显示：近六成家长
关注“语数外”，四成家长心系
“兴趣班”，还有不少家长在暑
期过半时为兴趣班“补仓”。

“7月初的‘小升初’考试
还没结束，我就陆续接到了十
几个暑期课程的推广电话。”
市民周女士说，放假前，她就
提前给儿子报了英语班和游
泳课暑期班，“一开课时就发
现好多都是孩子的同学。”

8月11日，正在曙光路口
做宣传的五一驾校李教练介
绍，现在驾校报名，大学生、高
考生报名均有优惠。暑期报名
C1驾驶执照， 可享受3280元
优惠价。“8月第一周就有近
30个学员报名， 学生占七成
以上。”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陈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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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形势下，居民如何做好资产配置
刘珺做客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讲堂”：多元化投资是取胜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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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导致的不确定性远
大于确定性。刘珺认为，资产
配置内外部环境呈现出三个
新特征。

一是疫情导致金融市场
出现历史性大波动。风险资产
和避险资产普遍陷入“流动性
危机”，负利率也将成为常态。

二是投资方式和行为正
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被动型
投资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在解
构传统投资的同时， 也与量
化和智能投资一起开始建构
新的投资格局。

三是应对疫情的超常规
财政政策为未来全球市场埋
下风险隐患。

“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
资产组合与以往不同， 过去
的经验未必能够指导未来。”
刘珺认为， 尽管此前投资新
兴经济体是一种提升收益的
方式， 而更明智的选择或许
是投资中国。“中国或许是现
在主要经济体中为数不多的
能够提供正收益资产的大型
经济体， 并且这种正收益资
产的体量相当之大， 可以吸
纳很多投资资金。” 刘珺认
为，下一步，投资全球未必是
好的投资主题， 但中国或许
正成为当前全球投资的热
点， 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
力显著增强。

“中国或许正成为当前全球投资的热点，人民
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显著增强。” 在8月11日晚举
行的第二期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讲堂”上，中国
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交通银行行长刘珺
表示。

刘珺的演讲主题是“当前形势下的居民资产
配置”。当前，居民资产配置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
素，尤其是长期利率下行将显著侵蚀投资收益。刘
珺认为，资产配置中，控制风险永远是首要要素，
而多元化配置是投资取胜的唯一
抓手。

打折、促销火力全开
商家掘金“暑期经济”
学生消费升温：
旅游、餐饮、培训迎来热潮

观察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火热的
“暑期经济” 为长沙消费市场注
入了新活力。

“暑期消费热潮属于周期性
的经济现象。近年来，长沙在假
期消费上呈现出了更多元化和
理性化的趋势。” 湖南工商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尹元元
指出。

尹元元认为，青年作为未来
市场的新兴中坚群体，“敢消费、
愿消费、乐消费”是这类群体的
主要特征。而暑期让这类群体的
消费需求得到集中释放，成为进
一步促进商业、旅游业等第三产
业复苏的撬动板。

消费呈现出多元化
和理性化趋势

中国正成为全球投资热点1

刘珺指出，2019年，中
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
这意味着国内居民对金融
资产的配置需求或将逐步
上升。

从房产投资的角度看，
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房住
不炒的调控引导， 房地产市
场将逐渐回归理性。“相对于
其他投资， 不动产投资的变
现能力相对较弱， 同时对地
点的要求相对较高， 关键时
候如果想变现， 可能要付出
相对较大比例的折让。”刘珺
表示。

与此同时， 发达国家利
率长期呈现下行状态， 而中
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呈现
出震荡走低的趋势。 刘珺认
为， 未来中长期利率的下行
或许是一种常态， 而长期下

行的利率会使收益率增长更
加缓慢。

“投资上有一个‘七二定
律’，即本金增值一倍，所需
要的时间等于72除以年收益
率”，刘珺表示，利率下行和
通胀将对投资收益造成侵
蚀， 实际投资回报的增长将
更加缓慢。

在七二定律下， 当年化
收益率为6%时， 以复利计
算，12年可以让名义投资回
报翻倍。 而当年化收益率降
为5%时，名义投资回报翻倍
需要约15年。 当年化收益率
继续降为4%，名义投资回报
翻倍需要约18年。

若加上通胀 ，“即使是
1%或2%的通胀，也会使投资
收益翻倍所需的时间提升一
倍。”刘珺指出。

居民金融资产配置需求逐步上升2

刘珺强调， 做好资产配
置， 控制风险永远是首要要
素，而实证研究已经证实，多
元化配置是投资取胜的唯一
抓手。

事实上， 没有任何一种
单一资产能持续上涨， 即便
是长期累计收益不错的资
产，例如美股，如果观察它从
2011年到2020年上半年的
波动率曲线， 其剧烈程度也
超乎想象。另一方面，行业轮

动和交易费用也让个股投资
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不过，“分散配置、组合投
资可以让收益波动明显降低，
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是投资唯
一的免费午餐”， 刘珺指出，
“资产之间的相关性越弱，分
散风险的效果也就越好，持续
加入低相关资产（例如商品），
还能继续拓展有效边界，获得
更高的夏普比率， 即性价比
更高。” ■文/潘显璇 易月

资产配置多元化是唯一免费午餐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