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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职白领怎样攒点钱

留够万元备用金剩下的投资
本报记者 赵兴超

19日，50多家企业及当地媒体
共同进驻泰山学院，现场参与泰安
人力资源市场组织的“高校就业直
通车”活动，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和
当地企业招聘提供便利服务。

活动现场，由泰安联通独家提
供的泰安信息港商赢人才网吸引
了众多大学生争先查看，在联通客
户经理的引导下，上网查找自己心
往的企业招聘信息。泰安联通制作
的张贴着50多家当地企业招聘信
息的展板前，众多大学生驻足观
看，逐一浏览企业招商信息，或与
同学交换意见，或用笔记录在本。
联通流动营业厅驶入校园，客户经

理向现场大学生发放商赢人才网
体验卡和3G等重点业务宣传单，
接受大学生的业务咨询。当天，有
300多名大学生参与到本次活动中
来。

本次活动是“高校就业直通
车”的第一站，随后泰安联通将陆
续进驻5所高校，以完善的网络资
源为莘莘学子提供就业招聘信息
和方便服务，进一步提升联通企业
的知名度。

随着3G智能手机的普及应
用，联通3G软件给广大市民的工
作和生活带来诸多方便。但也有一
些市民对联通3G软件应用不很了

解，为满足市民对3G软件功能的
旺盛需求，泰安联通积极与泰安电
视台加强合作，充分利用泰安电视
台覆盖面广、收视率高的优势，由
该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燕子在一套
节目中解读联通3G软件应用知
识。主持人以生动直观的解说，一
步一步向广大市民演示3G软件功
能操作，引导广大市民正确使用
3G各种功能。该节目每个主题拍
一集，每集5分钟，播放时间在每晚
6点25分，处在泰安房产报道和新
闻零距离黄金时段之间，吸引着众
多消费能力强的中高端客户留心
收看。

自4月份以来，已制作了墨迹
天气、买火车票—12306、大众点
评、旅游攻略、口袋购物、美颜相
机、宝宝涂吧等10多个热门软件，
每天在泰安电视台“燕子说联通

3G”节目循环播放，同时上传互联
网和微信群，并在泰安联通营业厅
宣传屏上播出，收到了很好的宣传
效果。

(张安红 张鹏)

联通商赢人才网牵线就业

创新宣传形式引领3G应用

先租房陪孩子上学
年结余拿出55%投资

家庭情况：市民李先生今年
35岁，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妻子
刘女士32岁，在某商场任职科长，
有一个儿子5岁即将入学。两人属

“乐活族”，热衷旅行，喜欢各类新
生电子产品，如单反相机、平板电
脑与各新式手机。目前家庭月收
入2万，存款30万，租房居住，月租
金1500元。

理财师分析：喜爱旅行和摄
影的李先生夫妻，可以说是当下
比较时髦的“乐活族”。摄影和旅
行虽是一种人生财富的积累，但
在目前该家庭状况下，只能是有
出无入的消费。李先生拥有多个
单反相机与配套镜头，价值不
低，但无法及时变现。孩子入学
后住房问题，就成了李先生的心
病。

李先生的初步目标是为孩子
上学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所以想
购买一套学区房，尽量覆盖到初
中至高中阶段。“一中附近是最好
的。”李先生说。而理财师分析，以
李先生目前财务状况，一中附近
购买房子预算应在90万元以上，
虽然办理贷款只付首付后可以住
上，承担首付和装修等费用有一
定的困难，并且还会降低他的生
活质量，这对追求生活质量的李
先生一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在旅行与摄影等方面支出过
多，理财师建议其考虑压缩开支，
少旅行少购买摄影设备。李先生
最近又相中一套家庭影院，办下
来要三四万元，平板电脑、耳机、
户外运动用品等每笔花费都在千
元以上，李先生隔段时间就要忍
不住购入。存款大多放在银行活
期账户内，利率损失较大。

在买房方面，李家家庭财务
状况显然不太满意，如果强行贷
款购买，首付与装修花去家庭积
蓄，另外每月还贷3 0 0 0元左右，
要还20年到30年。只要家庭出现
任何意外，将没有资金去应对风
险极大。建议李先生先租房，待
孩子稳定后再打算买房。把中期
理财目标定为买房，投资收益率
只要比房价涨幅率高就可以，因
此设定为 6 %。在此建议李先生
先暂定6年后买房，一来子女那
时正好小升初，届时可选择离中
学较近的房源；另外也是需要一
定的时间来积累财富。留出5万
元购买货币基金，用作紧急备用
金。其余2 5万元可选择5年期国
债，目前利率为5 . 41%。然后从每
年的家庭结余中，拿其中的55%

用于投资。而这个比例也是银行
在审核房贷时，对贷款人所有贷
款本金和其月收入之比的上限。

家庭情况：市民孙女士今年
26岁，刚研究生毕业，就职于一家
医药科技公司，算是刚入职的小
白领，月收入8000元以上。父母在
新泰，孙女士自己在泰城租房居
住，暂时不打算买房。父母担心其
花钱大手大脚，变成“月光族”。孙
女士自己也打退堂鼓，头几个月
工资不知道怎么就花光了，想找
到合适的理财办法。

理财师分析：除去每月必需
的房租、吃饭以及通信、交通等花
销，加上爱买衣服爱逛街等消费
习惯，单身白领又要追求高档次，
变为月光族较为容易。刚刚步入
职场的年轻人，对于理财风险的
承受能力相对较低。不过，正由于

“资本金低”，所以很多年轻人对
于理财产品投资回报率，往往有
着更高的要求。风险承受能力低，
却又要追求高回报，往往成了一
对矛盾，找到二者的结合点正是

理财的关键所在。
处于财富的积累期，小白领

们努力培养勤俭节约、量入为出
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除了月收
入，基本没有其他可投入资产，最
大化将月工资用于投资，才能最
大化收益，尽快积累第一笔投资
基金。为应对失业、生病等紧急情
况，先留存一万元左右的生活备
用金。办理一到两张信用卡，消费
支出尽量刷卡，超市购物、买电影
票等能刷卡就刷，既享受最长达
到50天的免息期，又减少自身现
金的使用，还可记录支出，积累信
用卡个人征信优良纪录。建议将
每月一半的剩余资金，够买基金
定投投资。目前股市低迷，炒股也
容易占用上班时间影响工作，不
建议股票投资。保险方面，购买一
份卡单式意外保险，保障日常生
活中交通意外和普通意外，补充
医保余下的医疗支出。

刚入职白领多用信用卡
享50天免息月工资做定投

家庭情况：市民赵先生4 0

岁，自己经营一家太阳能生产企
业，年收入50万元左右。妻子在
家照看瘫痪的婆婆，没有工作和
收入。有三套房产，市值200万元
左右。存款、股票总共200万元左
右。每月家庭生活支出1万元，交
通费、招待费等9000元。孩子上初
中，家教与特长班每月1500元。

理财师分析：赵先生家庭阶
段属于家庭成长期末期，开支集
中在养老与养小，子女教育、父母
医疗等都是较大花销。除去固定
支出，每年结余大概30万元，占收
入六成，可用于投资，进行资产
积累与保值。投资理财方面，股
票等尽量不要超过可投资资产
的四成。

在赵先生家庭中，有一个重
要特点，就是赵先生是唯一家庭
收入来源。如因重大疾病出现收
入的中断，将对家庭造成非常大
的影响，应首先为赵先生投保重

大疾病保险。在具体保额方面，
尽管因患重大疾病导致的直接
住院及治疗时间一般不超过一
年，但同时应将因患病导致的失
业及恢复期等因素考虑在内，保
额至少应为年收入的三倍左右，
建议保额不低于70万元，可以分
10年缴纳保费。根据市场主要重
疾险来看，年缴约6万元。除重疾
险，赵先生还应购买价格较低同
时保额较高的消费型意外险及
寿险，以提高家庭整体的保障水
平。

赵先生妻子方面，因需照顾
家庭与孩子，女性重大疾病的发
病率要高于男性，可购买10万保
额的重大疾病保险，分10年缴，
年缴约5000元。除了为孩子购买
储蓄教育金类保险准备教育金
外，还可通过每月定投基金类产
品来丰富家庭的投资品种，提高
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同时通过强
制储蓄为孩子积累教育金。

家庭顶梁柱保险要做足
重疾险投全面额度尽量高

一边是自由自在的享乐生活，一边是孩子即将入学的住房

需求，年轻爸妈该在买房与租房中如何取舍？刚入职的小白领，

怎么才能避免月光族的尴尬？只依靠一个高管支撑的家庭，又

将如何避免天平失衡？本期理财盘点，将为您一一解析。

澳元类产品降幅近四成

市民投资外币的收益又缩
水了，近一年的时间里，银行发
行的中外币理财产品收益全面
下降。其中，外币产品降幅最大，
澳元类产品降幅近四成，平均预
期收益率已经低至3 . 17%。

专家预计，未来外币理财产
品收益率难大幅波动或趋于稳
定，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率颓势
难见扭转或继续下滑。不过，持
有人民币理财仍更划算；年内需
要用到美元的市民近期可分批
买入，其他外币建议延后购汇。

1年多来，为提振低迷的经
济，全球各国央行再度开始一轮
新的降息潮，日本、欧元区、澳大
利亚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纷纷
降息。受此影响，外币理财产品
收益下降明显。

以澳元为例，从普益财富的
统计来看，从2012年5月到2013年
5月的近1年期间，澳元理财产品
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从去年5月份
的 5 . 1 5 %下滑到今年 5月份的
3 . 17%，降幅近200个基点或高达
38 . 4%。

而其他外币，如港币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从2 . 69%下滑
1 1 4 个基点至 1 . 5 5 % ，降幅达
42 . 3%。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等其他主要外币理财产品的平
均预期收益率降幅也均超过100

个基点，英镑更是达202个基点。

人民币产品收益率下探

近年来，银行理财产品已经
成为普通市民配置资产的重要
一部分。而未来中外币理财产品
的收益率将如何变化也成为市
民关键的焦点。

尽管5月以来全球央行降息
的潮流愈演愈烈，但分析认为未
来外币理财产品收益率将趋于
稳定。叶林峰认为，各大央行降
息节奏和其对应项币种的理财
产品收益率变化不一致，这主要
是外币产品理财资金的运作方
式导致的。

目前，商业银行发行的外币
理财产品如果不是QDI I类产
品，那么其理财资金的投向不是
海外而是国内。通常商业银行会
将募集的外币理财资金兑换成
人民币，然后用人民币产品投向
相应的投资领域。在这种情况
下，外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主要
是受到人民币债券与货币市场
收益率影响。 （证券报）

外币理财产品
收益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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