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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年底，不少人开
始进行新年规划，期望来
年能够事业更上一层楼，
生活红红火火。据相关数
据，将“自主创业”作为
新年心愿的职场一族占据
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在
职场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女
性群体。为此，朵拉国际
洗衣连锁联合济南女企业
家协会，郑重推出女性创
业扶持计划。

众所周知，随着社会
的进步，女性日益追求独
立的经济和人格，越来越
多的女性朋友渴望拥有一
份真正适合自己且可持续
发展的事业。然而，由于
传统观念影响，女性在创
业中往往会遭遇更多的阻
力：家人的反对，朋友的
误 解 ， 孩 子 依 赖 的 目
光 … … 一 边 是 内 心 的 呼
唤 ， 一 边 是 种 种 现 实 顾
虑，如何能事业与家庭兼
顾，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
时妥善照顾家人？这是她
们苦苦思考的一个问题。

朵拉国际洗衣连锁是
来自世界干洗发源地法国
的国际洗业知名品牌，2000

年入驻中国，成立中国总
部。经过11年的发展，朵拉

已成为中国最具实力和影
响 力 的 大 型 洗 衣 连 锁 品
牌，在国内拥有4 0 0家加盟
连 锁 店 ， 上 千 名 洗 衣 技
师，为中国数千万消费者
提供了绿色、健康、环保
的专业洗衣服务。将朵拉
品牌引入中国的杨静女士
是齐鲁大地杰出的女性创
业者，积累了丰富的成功
创业经验；同时由于洗衣
行业的特殊性质，加盟商
中女性占据7成以上，朵拉
在运营中掌握了一系列女
性创业实战经验，有能力
帮助女性朋友们轻松克服
自身弱点，顺利步入创业
正 轨 ， 同 时 兼 顾 家 庭 生
活。

据悉，本次创业扶持
计划主要面向省内各县市
区域，针对有志创业的女
性群体。除了全面贴心的
创业指导，还将有资金上
空前力度的扶持。有意向
的朋友可于12月30日之前报
名，经资格审查后由朵拉
国际洗衣连锁和济南女企
业家协会共同确定具体扶
持事宜。
咨询电话：400-8095-777

0531-86117788

网址：http://www.drolohq.com

心系公益

朵拉给力女性创业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三
农”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
点。在困扰农村的一系列问
题中，如何让农民获得保障
和充足的“安全感”，成为一
个关乎社会和谐的重要课
题。保险业在这个问题上走
在了时代前列，在潍坊，太平
洋保险公司的“安贷宝”小额
贷款保险为当地农民撑起了

“保护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

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农
信社贷款日趋活跃，越来越多
的农民借助小额信贷发展生
产，且前来办理贷款的多为家
中的顶梁柱，一旦发生意外，
不但信用社贷出的钱难以收

回，造成呆账坏账，贷款农民
的整个家庭也会支离破碎，陷
入生存危机。而“安贷宝”就较
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

据介绍，“安贷宝”是太
平洋保险专为向信用社或商
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农户、企
业以及消费、助学、创业贷款
等借款人量身开发的保险产
品，它的主要特点是借款人
在发生不幸意外时，贷款由
保险公司偿还。

“贷了20万，交了400元的
保费，我对象出意外之后，保
险公司及时理赔，我们孤儿
寡母还有我的哑巴母亲得到
了很大的安慰。”寿光市仉家
村的崔大姐这么说道。

2009年9月，崔大姐的丈夫
张浩云因经营需要从银行贷
款20万元并进行了投保，同年
12月张打井时意外身亡。张浩
云之前曾投保“安贷宝”小额
贷款保险，太平洋保险寿光支
公司接到理赔材料后及时赔
付20万元，获得了被保险人家
属及村民的一致认可。

“‘安贷宝’替遭受意外
的投保借款人偿还贷款，能
够减轻借款人的家庭负担，
受到了广大农村借款人的广
泛好评。由于投保的费用并
不高，办理手续也从人工出
单到电子化平台处理变得更
加方便，越来越多的借款人
选择了投保‘安贷宝’，单是

今年我们就赔付了十几笔业
务，赔付额接近500万元，切
切实实为广大农民带来了保
障。”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寿
光支公司副总经理李振刚告
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安
贷宝小额贷款保险切实发挥
出了保险独有的风险保障功
能，有利于帮助解决农村借
贷难问题，加强农民风险保
障，为当地农民致富撑起“保
护伞”。(财金记者 王丛丛)

小额贷款保险为农民撑起“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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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周爱宝

日月如梭，12月已进入中
旬，又到了一年收关的季节，各
行各业都在盘点一年的收成，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绩安慰
自己和对别人有个交待。这一
年最狼狈的是股票投资了，没
有最惨只有更惨。股票投资到
不问收益，只问风险的时候了。
本期话题就谈风险控制吧。

与股市同样纠结的是房
地产。从十多年前一直到今天，
投资房地产的人比投资股市
的人要幸运的多，房地产走过
了真正的“黄金十年”，当年股
市也有“黄金十年”的传说，显
然是股评家杜撰出来的，2007

年的6000点成了股市的珠穆朗
玛峰，高不可攀，是遥远的过
去。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等到实
际操作时，许多人把所有的资
产都放在股市里，投资在房产
上，当大厦将倾，风险来临时，
无处躲避风险。如今遭遇股市
和房市“双重”熊市的投资者已
经无话可说。“投资有风险，入
市需谨慎。”真是用刀子刻在心
上了，血泪斑斑。

人生充满风险。职业风险、
生命风险、健康风险、婚姻风险
等等，风险无处不在。前两天爱
宝与朋友聚会时，大家觉得股
市和房市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就谈职业风险了。当时在场的
一位风险管理专家、保险经纪
人颇有新意地提出，人干什么
事必须进行风险评估，如果有

了风险评估，大到企业、小到自
己的官职、自己的婚姻，都会把
风险降到最低。有的人身败名
裂、倾家荡产，就是在得意时没
有风险控制能力。

别怨股市房市和人生有
风险，要怨就怨自己，是自己
把身价性命置于危险的境地，
不是别人逼的。最近有些企业
老板在资金链断裂之后，选择
了“跑路”，搞得大家人心惶
惶。经济学家巴曙松早就在微
博上说，出现资金断裂的企业
家都是因为放弃了主业，比如
做皮鞋的做眼镜的搞起了房
地产，真正一心一意搞实业的
中小企业没有问题。爱宝留意
了一下，还真是。我的两个朋
友一个生产蜂蜜的，一个做黄
金的。多年来，看到别人搞房
地产发大财一点也不眼红，仍

在实心实意地做自己的专业，
也不贸然扩大规模，但都做成
了山东名牌企业，在区域市场
上非常有影响力，做得非常稳
健，基本上不麻烦银行。

在事业上，做自己熟悉的
行业，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就能够控制住风险，就会获取
稳定的收益。在人生路上，人
生的风险控制需要外在的制
度建立和制约，也需要人生内
在财富的积累。这就是充满爱
心地看待这个世界，权和金钱
不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
的。勇于担当，健康快乐，就会
活出自己的精彩。

人生何处无风险

货币政策风向转变之际，今年以来一直居高不下
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也正走到十字路口。

现在还看不清楚未来走
势，但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
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一定会
有所回调，至于回调到什么程
度，则要看货币能松到什么程
度，还要看通胀的预期会否逆
转。”社科院金融产品中心副
主任王增武博士表示。

这一趋势亦被业界广泛
认可。多位受访的银行理财
产品设计部门人士均坦言，
随着未来货币政策显露出微
松的迹象，银行间市场资金
收益率将陆续回调，在此基
础上构建的银行理财产品高

收益率也将随之回落。

收益率面临回调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银
行间资金市场多数时间均呈现
紧张局面，因而大量投入这类
市场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均
维持了5%以上的年化收益率。
这一收益水准相当稳定，因此
银行理财产品成为多数投资者
理想的银行存款替代品。

但是，在央行本周正式下
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资金市
场持续一年的紧张局面正在
悄悄发生变化。“这周以来资

金面都还是比较松的，只不过
现在正值年底和春节期间，资
金价格表现还有一定的反复。
等到春节之后，银行间市场整
体的资金面状况一定是越来
越松。”深圳某股份制银行总
行金融市场部负责人称。

该负责人继称，基于目
前资金市场的这一特征，短
期内大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的
收益率水平应该是维持现
状，但很快将呈现回调势头。
多位银行人士预计，到明年1

月份，银行常规的理财产品
收益率将从现有的年化5%降
至年化4%左右的水平。

市场仍存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但对于2012

年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整体
趋势将何去何从，业界表示
仍然难以判断。

其中关键因素就是，通胀
水平的回落能否与理财产品收
益率的回落同步。社科院金融
产品中心副主任王增武表示，
今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
火爆，很大程度上是与其能够
抵消客户的通胀预期有关。“也
就是说，如果明年负利率的状
况仍然存在的话，资金向银行
理财产品流动的大趋势可能应
该会得到延续。但目前这一点
还很难准确判断。”王增武说。

基于此，业内人士将从目
前到春节之间这不到2个月的
时间视作2011年高收益银行理
财产品“最后的盛宴”。(罗克关)

银行理财收益率面临回调

近期受政策影响，银行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银行理
财产品的收益率已呈现出下
滑“苗头”。投资者在未来可
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在保
证流动性的前提下，适当选
择一些投资期限稍长的产
品，在理财中应更加注重长
期合理的资产配置。

某国有大行理财师表
示，目前国内通胀压力虽有
所缓解，但仍处于一个较高
的位置，因此银行存款实际
上仍为负利率。因此收益率
较银行存款略高的银行理财
产品，仍是未来投资者的重
要选择。

不过，鉴于目前的市场情
况，银行理财专家均建议投资
者，现在可以改变之前“追捧”
短期或者超短期理财产品的

风格，转而投向那些投资期限
较长、收益率也较高的中长期
理财产品。也就是说，投资者
可以先把相对较高的绝对收
益“锁定”，以避免未来收益率
降低的情况。

至于“中长期”理财产品
的具体投资期限，专家建议，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
择。“比如那些风险偏好较
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
可以适当购买一些期限在6

个月左右的产品以锁定高收
益。而部分资金量较大的投
资人，则可以根据资产配置
的需求，将部分资金购买期
限稍长的理财产品。而需要
流动性的那部分资金，可以
通过银行的滚动型产品或者
货币基金等来兼顾投资收益
和流动性。” (金苹苹)

收益率下滑势头出现

投资宜长不宜短

格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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