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理财财，，造造就就企企业业高高管管的的价价值值人人生生

企企业业高高管管是是在在企企业业中中，，具具有有经经营营
决决策策、、领领导导和和方方针针目目标标制制定定的的人人，，具具
有有较较高高的的年年薪薪和和社社会会地地位位，，许许多多企企业业
高高管管精精力力主主要要倾倾注注在在事事业业上上，，对对个个人人
的的财财富富打打理理缺缺少少规规划划，，不不知知道道怎怎样样去去

合合理理配配置置资资产产、、考考虑虑中中长长期期的的安安排排，，
保保持持一一生生收收支支的的平平衡衡，，对对于于高高收收入入人人
群群基基本本的的理理财财规规划划我我们们建建议议：：
分分析析家家庭庭基基本本情情况况和和财财务务状状况况

首首先先，，分分析析家家庭庭情情况况，，了了解解理理财财
目目标标。。案案例例：：先先生生 4455 岁岁，，某某企企业业高高管管。。
太太太太 4400 岁岁，，全全职职在在家家。。大大儿儿子子 1155 岁岁，，
小小儿儿子子 1100 岁岁，，教教育育规规划划：：父父母母希希望望孩孩
子子将将来来出出国国读读大大学学。。

然然后后，，分分析析家家庭庭财财务务状状况况，，做做到到
心心中中有有数数。。先先生生月月收收入入 55 万万元元，，年年终终
奖奖 2200 万万元元，，基基本本生生活活月月常常规规支支出出 11 .. 99

万万元元。。活活期期存存款款 220000 万万元元，，定定期期 220000

万万元元，，股股票票价价值值 220000 万万元元，，目目前前亏亏损损
3300%%，，自自购购无无贷贷房房一一套套市市价价 661100 万万元元，，
合合计计总总资资产产 11221100 万万元元。。李李先先生生和和钱钱
女女士士均均有有 1100 万万元元的的大大病病保保险险。。

★★做做家家庭庭财财务务诊诊断断和和理理财财情情况况分分析析

可可以以从从分分析析各各项项理理财财占占比比和和投投
资资收收益益情情况况着着手手，，来来评评估估家家庭庭财财务务抵抵
御御风风险险能能力力、、债债务务清清偿偿能能力力和和财财富富增增
值值能能力力。。

李李先先生生家家庭庭总总资资产产负负债债率率为为 00，，
年年储储蓄蓄率率达达到到 7711 .. 55%%，，流流动动性性资资产产占占
比比较较高高。。净净资资产产投投资资率率达达到到 1155 .. 8877%%，，
大大大大低低于于 5500%% 的的一一般般值值，，缺缺少少生生息息资资
产产，，容容易易受受到到通通货货膨膨胀胀的的影影响响。。

★★做做基基本本的的家家庭庭财财务务规规划划

基基本本的的财财富富规规划划包包括括基基本本支支出出、、
配配置置方方案案、、产产品品选选择择，，同同时时要要考考虑虑期期
限限，，考考虑虑解解决决特特定定用用途途，，如如子子女女教教育育、、
医医疗疗费费用用、、养养老老备备用用、、特特殊殊情情况况应应急急
等等。。此此部部分分规规划划最最好好借借助助专专业业的的理理财财
经经理理，，共共同同制制定定方方案案并并实实施施，，实实施施后后，，
还还要要定定期期做做好好评评估估，，对对不不足足的的地地方方进进
行行调调整整。。

11 .. 一一般般家家庭庭持持有有的的备备用用金金为为 33--66

个个月月的的家家庭庭支支出出，，1100 万万元元的的活活期期备备
用用金金就就足足够够了了。。先先生生的的成成长长性性资资产产仅仅
为为 220000 万万元元的的股股票票投投资资，，目目前前亏亏损损还还
有有 3300%%，，考考虑虑到到目目前前大大盘盘点点位位处处于于较较
低低点点位位，，李李先先生生应应对对持持仓仓股股票票进进行行诊诊
断断，，进进行行一一定定程程度度的的补补仓仓或或调调仓仓，，建建
议议初初次次补补仓仓金金额额为为 5500 万万元元。。此此外外，，建建
议议增增配配偏偏股股型型基基金金 5500 万万元元，，并并开开通通
基基金金定定投投每每月月 55000000 元元。。股股票票和和偏偏股股
票票基基金金属属于于风风险险系系数数偏偏高高的的，，李李先先生生
可可配配置置风风险险偏偏低低的的债债券券型型基基金金 5500 万万
元元和和抵抵御御通通货货膨膨胀胀的的黄黄金金 2200 万万元元。。

22 .. 李李先先生生目目前前有有 220000 万万元元的的定定
期期资资产产，，考考虑虑到到李李先先生生性性格格比比较较保保
守守，，建建议议将将这这 220000 万万定定期期转转化化为为我我行行
发发行行的的的的““贷贷里里淘淘金金””系系列列或或““点点贷贷成成
金金””系系列列等等稳稳健健收收益益类类产产品品，，期期限限通通
常常在在 11 年年以以内内，，收收益益在在 44%%--55%%。。

33 .. 李李先先生生是是家家庭庭经经济济支支柱柱，，仅仅仅仅
做做大大病病险险是是不不够够的的，，建建议议夫夫妻妻两两人人分分
别别做做一一份份年年金金保保险险，，一一人人年年缴缴 1100 万万，，
55 年年缴缴清清，，终终生生领领取取年年金金，，这这样样利利用用
现现在在高高收收入入的的结结余余做做为为养养老老金金的的补补
充充，，来来保保证证未未来来的的生生活活质质量量。。

44 .. 大大儿儿子子还还有有 33 年年要要去去国国外外留留
学学了了，，每每年年需需要要的的 3300 万万元元学学费费可可在在
李李先先生生年年收收入入中中支支出出；；小小儿儿子子还还有有 88

年年上上大大学学，，那那时时李李先先生生已已接接近近退退休休，，
将将有有 33 年年的的学学费费要要靠靠积积蓄蓄。。可可在在最最近近
33 年年各各支支出出 3355 万万元元做做国国债债、、理理财财产产品品
或或储储蓄蓄型型期期缴缴保保险险。。

好好的的理理财财规规划划，，可可以以让让家家庭庭财财产产
保保值值和和增增值值，，也也能能解解决决家家庭庭的的目目标标，，
让让现现在在和和未未来来的的生生活活在在财财务务上上保保持持
稳稳健健。。没没有有了了后后顾顾之之忧忧，，对对企企业业高高管管
来来说说，，也也就就可可以以投投入入更更多多的的精精力力放放在在
事事业业上上，，创创造造更更多多的的财财富富。。

理理财财师师：：
丁丁宁宁宁宁

人人生生格格言言：：
诚诚信信服服务务，，
用用心心理理财财

理理财财师师：：
刘刘加加兰兰

人人生生格格言言：：
专专 业业 理理 财财 ，，
用用心心服服务务

★★快快乐乐理理财财，，悠悠享享生生活活

近近年年来来，，中中国国高高净净值值人人群群迅迅速速增增
长长，，财财富富的的保保值值增增值值也也变变得得越越发发重重
要要。。目目前前，，从从国国际际形形势势看看，，全全球球经经济济低低
迷迷、、资资本本市市场场跌跌跌跌不不休休；；从从国国内内经经济济
形形势势看看，，沪沪深深股股市市低低位位盘盘整整，，房房产产调调
控控政政策策不不放放松松…………面面对对国国内内外外经经济济
形形势势的的不不景景气气，，中中国国高高净净值值人人群群应应该该
采采取取怎怎样样的的投投资资策策略略？？

本本期期案案例例：：王王先先生生，，今今年年 5500 岁岁，，
是是一一名名企企业业高高管管，，月月收收入入 33 .. 55 万万元元，，
年年终终分分红红 115500 万万元元；；王王太太太太，，今今年年 4466

岁岁，，大大学学教教授授，，月月收收入入 11 .. 33 万万元元。。两两人人
均均有有社社保保，，女女儿儿 1199 岁岁，，在在香香港港大大学学读读
二二年年级级，，每每年年学学费费 1155 万万元元。。

王王先先生生家家庭庭每每月月总总费费用用支支出出 22

万万元元，，其其在在市市中中心心拥拥有有一一套套商商品品房房，，
目目前前市市价价 220000 万万元元，，在在海海边边还还有有一一套套
别别墅墅，，目目前前市市价价 440000 万万元元，，均均自自住住，，无无
房房贷贷。。除除房房产产外外，，王王先先生生家家庭庭还还有有银银
行行理理财财产产品品 440000 万万元元，，银银行行存存款款 220000

万万元元，，股股票票和和基基金金 440000 万万元元。。
理理财财目目标标：：为为孩孩子子出出国国留留学学继继续续

深深造造做做好好 220000 万万元元的的资资金金准准备备；；做做足足
家家庭庭风风险险及及健健康康保保障障，，并并保保证证未未来来有有
品品质质的的退退休休生生活活；；做做好好家家庭庭的的财财富富管管
理理和和资资产产传传承承计计划划。。

家家庭庭财财务务分分析析：：王王先先生生的的家家庭庭目目
标标正正处处于于成成熟熟期期，，双双方方的的工工作作能能力力和和
经经济济状状况况都都达达到到高高峰峰状状态态，，王王先先生生的的
收收入入占占比比 9922 .. 55%% ，，王王太太太太占占 77 .. 55%% 。。家家
庭庭收收入入构构成成中中，，夫夫妻妻收收入入相相差差较较大大，，
王王先先生生是是主主要要经经济济支支柱柱。。王王先先生生的的家家
庭庭总总资资产产 11660000 万万元元，，负负债债极极少少，，财财务务
稳稳健健，，家家庭庭财财务务风风险险偏偏低低。。固固定定资资产产
占占 3377 .. 55%%，，可可投投资资资资产产占占 6622 .. 55%%。。王王先先

生生家家庭庭的的综综合合偿偿债债能能力力很很强强，，但但负负债债
率率非非常常低低，，建建议议适适当当提提高高负负债债水水平平，，
合合理理利利用用自自身身的的偿偿债债能能力力来来提提高高资资
产产规规模模。。

★★理理财财规规划划

一一、、紧紧急急预预备备金金规规划划
准准备备紧紧急急预预备备金金是是为为了了家家庭庭出出

现现意意外外的的不不时时之之需需，，一一般般准准备备 33--66 个个
月月的的家家庭庭固固定定开开支支，，按按照照王王先先生生家家庭庭
的的富富裕裕情情况况，，建建议议按按月月支支出出的的 66 倍倍来来
准准备备紧紧急急备备用用金金，，目目前前家家庭庭平平均均月月支支
出出为为 22 万万元元，，需需要要保保留留 1122 万万作作为为紧紧
急急备备用用金金，，这这部部分分资资金金可可以以适适当当配配置置
招招商商银银行行步步步步生生金金 22 号号产产品品，，在在保保证证
流流动动性性的的前前提提下下，，尽尽量量提提高高收收益益。。

二二、、保保险险规规划划
王王先先生生和和王王太太太太都都有有社社保保，，为为家家

庭庭构构筑筑坚坚固固的的防防火火墙墙，，需需要要配配置置一一定定
的的商商业业保保险险。。王王先先生生是是经经济济支支柱柱，，建建
议议配配置置保保额额为为其其年年收收入入 55 倍倍即即 11000000

万万的的商商业业保保险险。。重重点点考考虑虑重重疾疾险险、、意意
外外险险和和终终生生寿寿险险，，也也可可考考虑虑养养老老年年
金金。。为为王王太太太太配配置置每每月月领领取取 11 万万元元的的

养养老老年年金金保保险险,,来来实实现现长长期期保保障障。。
三三、、子子女女教教育育规规划划
王王先先生生家家庭庭理理财财的的目目标标之之一一是是

女女儿儿出出国国深深造造的的教教育育金金储储备备。。孩孩子子已已
经经 1199 岁岁，，需需要要为为女女儿儿出出国国留留学学继继续续
深深造造做做好好 220000 万万元元的的资资金金准准备备，，可可以以
考考虑虑用用 220000 万万元元目目前前存存在在银银行行的的存存
款款来来配配置置风风险险较较低低的的信信托托产产品品，，来来确确
保保留留学学费费用用保保值值增增值值。。

四四、、养养老老规规划划
社社保保只只是是保保证证了了王王先先生生夫夫妇妇二二

人人退退休休的的基基本本生生活活。。按按照照王王先先生生夫夫妇妇
两两人人目目前前的的生生活活水水准准月月开开支支 22 万万元元
来来计计算算，，在在年年通通胀胀率率 33%% 的的情情况况下下，，退退
休休时时还还有有 227799 万万的的资资金金缺缺口口。。假假设设
2200%% 通通过过社社保保满满足足，，8800%% 自自己己筹筹备备，，
可可每每月月进进行行基基金金定定投投 ((可可选选指指数数基基
金金))，，建建议议每每月月从从收收入入中中拿拿出出 11 万万元元
做做基基金金定定投投，，投投 1100 年年，，专专用用于于养养老老金金
储储备备，，同同时时现现在在应应该该配配置置足足额额的的养养老老
年年金金保保险险。。

五五、、提提高高生生活活品品质质规规划划
旅旅游游是是人人生生组组成成中中不不可可缺缺少少的的。。

根根据据家家庭庭情情况况，，按按照照每每年年 1100 万万元元现现

值值为为家家庭庭安安排排二二十十年年旅旅游游基基金金，，这这部部
分分旅旅游游资资金金足足可可以以让让家家庭庭在在幸幸福福生生
活活的的未未来来走走遍遍祖祖国国大大地地。。

六六、、资资产产配配置置规规划划
中中国国的的资资本本市市场场虽虽然然具具有有高高成成

长长性性，，但但是是风风险险较较高高。。从从风风险险规规避避、、流流
动动性性需需求求、、王王先先生生风风险险偏偏好好等等角角度度考考
虑虑，，建建议议王王先先生生尽尽量量配配置置大大客客户户专专属属
的的理理财财产产品品作作为为核核心心资资产产，，股股票票和和基基
金金资资产产减减仓仓至至 220000 万万，，增增加加固固定定收收益益
产产品品的的资资产产配配置置，，从从而而实实现现资资产产保保值值
增增值值。。

七七、、财财富富传传承承规规划划
财财富富传传承承是是运运用用合合适适的的金金融融工工

具具对对资资产产进进行行合合理理的的配配置置，，实实现现规规避避
危危机机、、规规避避税税收收，，财财富富传传承承的的目目的的，，建建
议议运运用用资资产产传传承承的的金金融融工工具具人人寿寿保保
险险和和私私人人信信托托，，每每年年拿拿出出 5555 万万，，用用 1155

年年为为王王先先生生打打造造一一个个 11000000 万万保保额额的的
家家庭庭保保障障，，做做好好财财富富的的管管理理和和传传承承，，
同同时时每每年年拿拿出出 5500 万万，，用用 55 年年时时间间为为
王王太太太太量量身身定定制制一一个个从从 5555 岁岁起起月月领领
11 万万元元直直至至终终身身的的养养老老补补充充计计划划，，并并
购购买买一一定定量量的的合合适适的的私私人人信信托托产产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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