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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投资品

不能盲目跟风

新常态下，股市、黄金、银行理
财产品等传统投资品也颠覆了原有
的投资印象。

经济下行压力，股市却在起起
落落中上行，吸引者许多投资者跃
跃欲试。看到许多朋友都在股市中
赚钱，在一企业上班的小李也忍不
住诱惑，破天荒开户赶去淘金。刚开
始运气不错，小赚一把，但是随着股
市震荡频繁，缺乏经验的小李追涨
杀跌，损兵折将，亏了不少。

“今年的股市其实与基本面、政
策面结合更加紧密了。”某证券公司
投资顾问析说，这和今年增速放缓、
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新常
态经济基本面，还有众多的改革举
措分不开。“新常态下，不去了解基
本面、不去了解国家政策，靠盲目跟
风投资，往往会踩不准节奏，导致该
买的时候没买，该卖的时候没卖。”
钱向劲说。

同样，原来人们觉得很保险，甚
至包赚不赔的投资品，如黄金、银行

理财产品，今年也需要重新认识。
投资黄金的王女士这几天心情

好不起来。最近半个月国际黄金价
格几乎跌去了10%。去年下半年她在
黄金热时，跟着买进的黄金已经亏
了很多。对此，专家表示，任何投资
工具，都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认清
投资品性质，而不是盲目跟风。黄金
也一样，需要和经济基本面结合，并
做好风控。

理财新渠道

选择更需谨慎

互联网金融，已成为当下最热
门投资理财标的。目前来看，互联网
金融包括第三方支付、P2P小额信
贷、众筹融资、新型电子货币以及其
他网络金融服务平台。

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崛起，投
资理财渠道愈加多元化、投资理财
的门槛大幅降低。余额宝、理财通等
理财产品甚至允许几块钱就可以购
买，也有的收益率极高。

面对着众多新兴互联网理财平
台，那么问题来了，保值增值哪家最
强？

我们可以看到，受货币政策继
续向宽松方向调整影响，加上监管
层面政策和传统银行竞争，余额宝、
理财通等互联网“宝宝军团”，曾经
出现过大规模的赎回风险，收益率
持续回落。如今，曾经风光无限的互
联网“宝宝”收益率持续下滑，徘徊
在4%左右。

最近，P2P小额信贷平台倒闭事
件再次引起人们对互联网理财的关
注。据报道，上月平台倒闭数量35家，
已经超过去年“倒闭潮”高峰期的32
家问题平台的单月最高纪录。因为监
管缺乏，不少互联网金融创新如今成
为了坑人平台。目前，监管层已经着
手制定管理政策，规范该市场。因此，
投资者尝鲜同时，一定要注意背后的
风险。

此外，一些新型电子货币如今
在网络盛行，如比特币就让不少投
资者栽过跟头。对此，专家提醒，从
今年市场运行情况来看，互联网金
融带来金融市场 竞争活力同时，
也面临着很高的风险，需要人们更
加谨慎选择。“区分哪些创新促改
革、惠民生而受政策鼓励，哪些创新
会影响经济稳定而受制约。”（宗合）

年底就要到来，不少人都想买
辆新车“奖励”一下自己。但买车
后不少消费者发现，买车容易选车
险难：有人说买车险可以打6折，
交强险也可优惠50元，而又是主险
又是多种附加险，让消费者不知所
措。新车如何买车险更划算？这也
是多数人普遍关注的话题。

车险种类繁多，新车入手保险
必须得跟上，什么险种不必买？什
么险种买不买都行？怎么买车险最
划算？这些问题都需要加以考虑。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购置新车
后，车主必须得买交强险，交强险全

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是我国的强制保险。是所有车
辆必须上的，要明确的一点是当发
生交通事故时，交强险的赔款是赔
给被撞的一方，并且赔款金额是有
限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共计12 . 2万
元。

由此不难看出，当面临一些较
大事故时交强险远远不够。第三者
商业责任险(三者险)也有必要上。
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对第三者的经
济赔偿，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
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因此车
主朋友们尽可能同时投保交强险和
三者险，在重大交通事故时，保险公
司将赔付超额的费用。三者险也是
用来赔偿由本车造成其他方的人和

物的损失。
此外，对于新车车主，还可考

虑投保车损险，因为该险种主要用
来赔付自己的车辆。包括碰撞、剐
蹭、水淹火烧、砸伤、自然灾害导致
的损失等。同时，机动车辆全车盗抢
险也需要考虑，其责任包括全车被
盗窃、被抢劫、被抢夺造成的车辆损
失以及在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期
间受到损坏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
备丢失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保险
专家还指出，对于涉水险、自燃险等
可以根据所在地区和自身需要而
定，而新车购买划痕险的意义不大，
特别对于普通车辆而言，2000元额
度划痕险的保费为400元，5000元额
度的是800元，费率相对较高。

日前，獐子岛因公司前
三季业绩“大变脸”，由盈利
变为亏损8 . 12亿元而成为
今年A股最大的一起“黑天
鹅”事件，不少重仓该股的
基金躺枪受伤。

而近期开始公布的上
市公司年报业绩预告则显
示，不少基金重仓股陆续出
现如獐子岛一样的业绩“变
脸”情况，“踩雷”基金的数
量也在不断刷新。WIND资
讯数据显示，截至11月9日，
已经有530只基金三季度重
仓股发布了2014年年报业
绩预告，其中，预计出现“首
亏”的个股有21只。进一步
统计显示，21只年报预计首
亏股，三季度末分别被79只
基金重仓，涉及42家基金公
司。

从基金公司角度看，42
家可比基金公司中，汇添富

基金和国投瑞银基金旗下
均有6只基金在三季度重仓
了首亏股，是旗下踩雷基金
数量最多的基金公司。不过
汇添富基金旗下中招的6只
基金中包括4只主动管理型
基金，国投瑞银基金旗下的
6只基金中，有2只指数型基
金和2只债券基金。所以综
合来看，汇添富基金依旧是
旗下重仓业绩“变脸股”的
主动管理型基金数量最多
的基金公司。

具体看来，三季度末，
汇添富价值精选、汇添富优
势精选和汇添富蓝筹稳健
均重仓三特索道，汇添富消
费行业选中步森股份，汇添
富深证300ETF及其联接基
金选中苏宁云商，6只基金
共计持有“变脸股”1311 . 02
万股，持股市值共计3 . 15亿
元。 （宗合）

旗旗下下66只只基基金金买买入入业业绩绩““变变脸脸””股股票票

汇汇添添富富基基金金投投资资能能力力受受质质疑疑

新新车车如如何何买买保保险险？？三三者者险险车车损损险险少少不不得得

“变”是近年信用卡活动不变的
基调，光大银行信用卡光大十元惠
活动则是今年的“变调”，信用卡用
户越来越频繁地看到光大十元惠。
光大十元惠作为光大银行信用卡今
年主打的品牌活动，经去年一年的
酝酿铺垫已从幕后走向台前，正带
给消费者一系列具体而实在的10元
优惠的热潮。

据悉，光大十元惠已经拥有10
元享美食、10元看大片、10元洗靓车
和10元唱high歌等多个刷卡活动，活
动初成体系。消费者吃饭、看电影、
洗车等随手刷卡就能每次享受10元
优惠。很明显，消费者对光大十元惠
的认可要得益于其两大特点：一是

持卡人名下所有活动一律十元，二
是名下所有活动内容面向消费者日
常生活。

从光大十元惠这个主题活动名
称上即可知“十元”是该活动的最大
亮点。参与光大十元惠活动，吃饭、
看电影、洗车、KTV唱歌均可以十元
参与享用，而其中随便哪一项，市面
上的价格都不止十元。以洗车以例，
目前北京地区市面上一般的洗车价
格最便宜也需40元，而刷光大银行
信用卡只需10元，多次洗车获得的
实惠将会更大。在吃喝上，目前花10
块钱吃到的差不多是盒饭的档次，
在一线大城市10块钱可能连盒饭的
买不到。但光大十元惠的10元享美

食活动则让1 0元享美食吃成为可
能。

据了解，目前除10元唱high歌还
未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外，光大
十元惠其他活动均已经在全国各地
火热进行中，消费者凭光大银行信
用卡即可获得实惠。推荐办卡请登
陆http://t.cn/8sJSHNn

光光大大十十元元惠惠打打造造信信用用卡卡活活动动新新品品牌牌

中国光大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二维码

中国平安近年推进互联网金融
战略，在产品创新和客户服务体验
改善等领域动作频繁。11月7日，平
安产险山东分公司自主开发的车主
生活服务线上平台——— 平安积分宝
正式上线。

据悉，平安积分宝是一款由平
安产险山东分公司历时一年自主研
发的，集车主生活服务、驾驶服务于
一体的APP移动客户端。在平安积
分宝中，平安创新服务理念与移动
互联网时代特点融合，功能全面对

接客户车生活需求；以快捷简单的
操作方式，为平安客户提供违章查
询、酒后代驾、代办年审服务、爱车
保养、网购、挂号预约看门诊等一系
列优质而广泛的服务内容，带来全
新的服务体验。平安积分宝的上线
改变了过去增值服务分散、统一管
理难度大、客户使用感受难于收集
的现状，实现与客户高频互动，真正
了解客户最新需求。

记者发现，借平安积分宝，平
安产险山东分公司开创了为客户

提供增值服务的不同方式。平安产
险山东分公司作为省内领先的保
险企业，此次以平安积分宝上线为
契机，打开了线上客户服务与交流
的新窗口，正在继续向综合金融的
目标转型作出不懈努力。平安在保
险产品及服务上始终如一努力，坚
守多年“以客为尊”的理念，在客户
服务领域力求完美，这是所有平安
客户感到安心、放心、暖心的根本原
因。

(财金记者 王小平)

平平安安产产险险山山东东分分公公司司手手机机客客户户端端上上线线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
展，不少网贷平台声称可以
利用信用卡50天的免息期
进行透支理财，以此吸引更
多投资者。不过业内人士表
示，这种方式的投资理财已
涉及信用卡套现，个人信用
风险和法律风险都很大，投
资者需慎重。

据了解，多数可以利用
信用卡额度理财的网贷平
台都是借助第三方支付平
台或其他套现方式来实现。
例如网贷平台可以通过设
置虚拟消费交易，投资人用
第三方支付账户选择信用
卡支付，再由网贷平台将钱
转入贷款人账户。这种方式
下，信用卡资金走的消费渠
道，而非取现渠道，因此无
需缴纳手续费。投资者便可
利用50天左右的免息期，几
乎零成本获得相对高额的
投资收益。

而对于这种看似无成
本，高回报的投资方式，中
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
研究院助理教授刘芳认为
投资者要冒极大的风险，需

要慎重考虑。首先是个人信
用风险。使用信用卡投资网
贷平台的投资人会在记账
起始日几乎使用完信用卡
全部的额度，资金使用在同
一个地方，并且每个月规律
性地如此操作，这类消费行
为会被银行监控到。刘芳指
出，一般银行对此重则会认
定为恶意信用卡套现，停止
该用户的信用卡并发出警
告；轻则会采用逐步降低用
户额度的方式来变相“惩
罚”，并且会在央行征信中
心留下不良记录。

与此同时，这种投资方
式还面临法律风险。刘芳认
为，利用信用卡投资网贷平
台的本质是使用信用卡套
现的行为，如果投资人不能
足额、按时归还信用卡限
额，而且被认定为“明知没
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
法归还”或“肆意挥霍透支
的资金，无法归还”“其他非
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
为”时，投资人便涉嫌刑事
犯罪，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辛华）

投资者需慎重：

利利用用信信用用卡卡投投资资网网贷贷风风险险大大

投保指南

近日起，凡持有北京
银行借记卡的济南市民，
均可通过电脑或手机登录
山 东 省 公 共 缴 费 平 台
(www.elifepay.com.cn)完成
国家电网电费、济南水务
水费、港华燃气费、济南
热力取暖费、济南热电取
暖费与山东电信通讯费等
费用的缴纳，实现了一站
式解决缴费需求。

据悉，北京银行济南分
行借记卡网银缴费系统将
于本月全面上线。届时，北
京银行借记卡持卡人通过

登陆北京银行网上银行即
可完成上述缴费业务，还可
签约“缴费通”实现各项生
活费用的定期自动扣划，随
时随地享受便利。

北京银行立足泉城，服
务百姓，在致力于优化用卡
环境、打造便民服务之外，
更具有免卡工本费、免年
费、免全国跨行ATM取款手
续费、免短信提醒费、免5万
元以内网银快速汇款手续
费等11项超值借记卡用卡
巨惠。

(李凯悦)

北北京京银银行行代代缴缴费费业业务务开开通通上上线线
一站式解决居民缴费需求

财金资讯

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在经济格局转型变化的背景下，不同行业也出现了
冷暖趋向不同的情况，打乱了固有的投资理财观念。股市震荡、理财产品出风险、就连黄金也不保值
了。“危”中有“机”，发展压力中，也酝酿着改革机遇。新常态下，百姓应该如何理财，才能让自己的钱
包不缩水？确实需要人们细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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