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理财

1、理财观念的问题
有计划、 有目标地进行开源和节流是

做好理财的两个重要方面，作为年轻人应
该是做好节流的基础上，不断培育自己开
源的能力。其实年轻家庭在不影响生活质
量的前提下，通过负债增加家庭资产是值
得鼓励的，比不切实际地去追求开源可能
更有效。

2、最近的财务目标
从何姗姗和陈力购房价格和位置来

看， 估计新房的面积在110平方米左右，若
按1000元/平方米标准装修，装修费用约11
万左右，再加上家具电器等等，估计婚房费
用不会低于15万。另，还需准备的费用有新
房的契税、维修基金等，估计在3万左右。最
后就是步入婚姻殿堂的费用了，这就得看
他俩的意愿了。

何姗姗和陈力当前存款余额是18万，

加上目前的每月的结余和时间进度应该
还能积累个6-7万， 再加上双方父母资助
8-10万的装修款， 足以覆盖上述费用支
出，幸福地步入婚姻殿堂。

需要指出的是何姗姗和陈力拟于明
年6月装修，时间点不合适，建议让新房在
夏天干一下水分，于9-10月装修，再空一个
月散一下装修味，不影响年底结婚的。由于离
装修期还早， 两人可以到建材市场、 家具市
场，多看、多比，交一点点定金、多抓一些商家
真实的优惠措施，真能理出不少的“财”来。

3、理财策略和未来目标
新房装修和结婚是刚性目标， 目标完

成之前不适合风险偏大的投资行为，何姗
姗和陈力一定要计划好用钱节点，用合适
期限的银行保本类理财产品对目前积累
的存款进行配置，并根据需要保留一部分
资金的流动性。

姗姗今年已26岁了， 生育小宝宝可以

优先规划， 现在就可以采取基金定投方式
给小宝宝储备教育基金，建议以蓝筹、指数
基金为主， 且这种日积月累的方式不与购
车这种一次性财务目标相冲突。婚后，建议
根据新家庭的具体收支状况和财务结余状
况， 重新评估后确定新的投资计划。 别忘
了， 小宝宝出生后应该落实家庭的保障计
划，只是要注意险种的选择，以陈力和姗姗
为被保险人、 小宝宝为受益人的保障型险
种优先考虑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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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潮起潮落的震荡行情，给
全球投资者带来了不安情绪。 来自EPFR
（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 最近发布
的报告称，截至4月底，美国债券基金及欧
洲货币市场基金再度吸引到大量的资金
净流入。而在国内，绩优的债券基金以其
突出的赚钱优势受到投资者的积极申购。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

末， 鹏华丰收债基自2008年5月成立以
来，累计收益高达34.55%，平均年化收益
为7.87%，在同类基金中排名前列。

鹏华基金丰收债基基金经理阳先伟
认为，在国内经济景气下滑和通胀回落的
背景下， 货币政策可能将放松紧缩力度，
银行间资金供求趋于宽松，债券市场具有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见习记者 黄文成

■记者 梁兴

何姗姗，某国企职员，今年26岁，有理
财的概念，但却无时间、无精力来规划自己
的10万元资产。目前的工资收入相对稳定，
大约是5000元/月。日常支出平均至少2300
元/月(包括水电房租1000元、饮食500元，
电话交通费500元， 各项活动应酬支出300
元等)。在工作单位享有医保和社保。何姗姗
的父母在外地，均有工资收入，所以，她没
有家庭负担。目前有存款10万元。

何姗姗男友陈力与她同岁， 在某政府
机构工作，属于公务员编制，月工资为6000
元左右，平时支出大约2000元/月。目前有
存款8万元。 两人打算明年年底结婚， 近期
在河西订了一套55万元的房子，明年4月交
付，打算明年6月装修。双方的父母答应在
他们的新房装修时资助8-10万元。

首期付了30万元(其中，双方父母各资
助10万元，何姗姗和陈力出10万元)，还有
25万元准备用公积金贷款。

两人当前存款余额18万元。

皮蛋因被中医认为有清火的食疗效果
而大受欢迎，如何挑选放心皮蛋呢？蛋品专
家给您如下招数：

一看保鲜方式。早期皮蛋腌制以糠泥包
裹，难以由其外观判断蛋的大小、蛋壳是否
破裂。后来有的厂家为降低成本，销售未作
保鲜处理的“光头”皮蛋，虽不用洗泥，但水
分容易从蛋孔中挥发， 造成皮蛋干缩变味，
细菌也容易进入蛋体，造成污染变质。新兴
的食品蜡保鲜技术和真空包装被认为是皮
蛋保鲜最理想的方式，不仅可以防止水分挥
发和细菌污染， 而且方便顾客购买时挑选，
不用洗泥，方便卫生。

二看皮蛋的“溏心”。皮蛋根据稀状蛋心
大小粗分为“沙心蛋”（含小溏心皮蛋）和“溏
心蛋”（含中大溏心皮蛋），“沙心蛋” 腌制时
间在60天以上，“溏心蛋” 腌制时间在35天

左右，北方地区喜食沙心皮蛋，南方地区多
喜食溏心皮蛋。做皮蛋瘦肉粥当然是选沙心
皮蛋好， 皮蛋拌豆腐则以溏心皮蛋为宜，而
凉拌皮蛋则根据个人喜好，沙心或溏心皮蛋
均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厂家为降低成本
常缩短腌制时间， 生产没有腌透心的“大溏
心”皮蛋，俗称“生心蛋”，这种蛋打开后蛋黄呈
鲜蛋黄的原色，温度高时，容易变质流黑水。

三看品牌，看是否正规厂家制作。大型
厂家生产加工规范， 生产和检测设备完备，
原辅料进厂和产品出库进行重金属、 药残、
细菌、碱度等卫生和理化指标，更能保证蛋
品的优质和安全。

我国最大的蛋品企业湖北神丹公司牵
头修订的皮蛋国家标准， 已通过专家评审。
新标准正式淘汰了含铅皮蛋工艺，按新标准
制作的皮蛋，消费者能够放心选购。

湖南大学经贸学院 EDP高层管理培训中心

高薪诚聘
�������湖南大学经贸学院 EDP 中心关注湖南经济发展，以“打造湘商群英，振兴湖南经济”
为目标，打造湖南企业家学习首选品牌，自 2007 年开办总裁班至今，已有近千名湖南省企
业董事长、总经理参加学习，目前已在湖南省树立了稳固的领袖地位。

作为企业成长的伙伴，EDP 中心将全力引导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让员工在学习的
环境里，体验积极向上的团队文化，分享良好的福利待遇，在快乐的工作氛围中实现个人
价值。 现招聘以下岗位：

★招聘岗位：中心副主任（1名）
薪资结构： 年薪 + 业绩提成 + 社会保险 +

奖金 +旅游度假。
岗位描述：参与中心发展及管理决策，并主

要负责中心的教学服务、人事行政、公共关系等
管理工作。

任职资格： 有多年的部门总监以上管理经
验，口头及书面表达能力较强，性格开朗热情，
男性，40岁以上。
★招聘岗位：招生顾问（10名）

薪资结构：基本工资（1500-3000元）+业绩
提成 +社会保险 +奖金 +旅游度假。

岗位描述： 在招生主管的带领下开展总裁
班的招生工作。

任职资格：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普通话标
准，形象端庄，性格开朗热情，有较强的沟通能
力、学习能力和团队精神，喜欢销售工作，有同
类电话营销经历者优先，25至 40岁，男女不限。
★招聘岗位：招生主管（5名）

薪资结构：基本工资（2500-4000 元）+ 业绩
提成 +社会保险 +奖金 +旅游度假。

岗位描述： 带领招生团队全面开展湖大总

裁班的招生工作。
任职资格： 具备较强的团队管理能力，市

场开拓能力和沟通能力，性格开朗大方，形象
端庄，具有较强的工作热情、高度的责任感，25
至 40 岁，男女不限。
★招聘岗位：销售助理（1名）

薪资结构：基本工资（1500-3000 元）+ 业绩
提成 +社会保险 +奖金 +旅游度假。

岗位描述： 负责协助招生部门主管统计各
项业务数据；做好电话来访工作；协助主管做好
内务、各种会议的记录等工作。

任职资格：工作细心，富有责任感，性格开
朗热情，高度职业化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女性，
年龄 25至 35岁。
★招聘岗位：教务助理（4名）

薪资结构：基本工资（1500-3000 元）+ 业绩
提成 +社会保险 +奖金 +旅游度假。

岗位描述：负责班级课程及活动组织、教学
管理、招生等相关工作。

任职资格：工作细心、形象端庄，出色的语
言表达能力，高度职业化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女
性，年龄 25至 35岁 。

面试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湖南大学北校区水上教学楼总裁班教室
面试时间：2012 年 5 月 10-12 日 9:00-12:00��14:30-17:30
邮 箱：hnemba@163.com��传真：0731-88855500��
面试预约电话：15273150187、13548653810 李老师、18684824193 罗老师

神丹蛋品专家支招———如何选择放心皮蛋？
经济信息

何姗姗和陈力希望迅速而有计划地摆
脱债务，轻装上阵，再通过加大风险投资力
度，使未来经济生活更加富足。

债市具有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本期点评：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财富管理中心 陈国佳

年轻家庭适当负债不可怕
只要学会“节流”，理性投资，未来生活更富足

专家建议

理财目标

收入 金 额 支 出 金 额

何珊珊 6万/年 日常支出
（含婚前租房费用） 5.16万/年

父母赡养费 暂无

贷款本息
（公积金4.9%年息） 3.22万/年

总计 13.2万/年 ���������总计 8.38万/年

年节余 4.82万 月均节余 4016元

年度收支

陈力 7.2万/年

如果您在理财方面有何困惑
或想法， 欢迎拨打理财热线：
0731-84329965或加入理财QQ
群：130641427与我们交流。

互动

热烈庆祝中国银行成立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