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芸萍，中国农业银行日照分行理
财中心理财经理，国际金融理财师
(CFP)，省级内训师，经济师，取得会计、
保险、银行、基金从业资格，具有高端客
户服务经验。先后获得省级青年岗位能
手、日照农行“金钥匙春天行动”十佳客
户经理、先进工作者、突出贡献奖、巾帼
十佳等荣誉称号。

擅长：对银行理财产品、基金、黄
金、保险等有深入研究，擅长投资规划、
个人及家庭综合理财规划。

抓住黄金档，用好压岁钱，出游别忘买保险……

理理财财五五妙妙招招，，让让您您马马上上有有钱钱
春节将至，回顾 2013 年，A 股市场仍然低迷，银行理财略有惊喜，基金市场稍微回暖，贵金属宽幅震荡，债券

市场虎头蛇尾，汇市人民币依然坚挺。展望 2014 年，风险与机遇共存。新春佳节即将来临，如何在这个黄金周合理
理财，实现人闲钱不能闲、赚钱休闲两不误呢？我就从以下 5 个方面，给大家讲讲这个春节如何理财。

勤劳工作一年，望眼欲穿
的年终奖终于要到手了，对于
这样一笔具有完整性且数额较
大的资金，如何理财才能财源
滚滚呢？

2013 下半年，余额宝七日
年化收益平均为 4 . 97%，相当于
活期存款的 14 倍，同样 10 万
块，一年多出一个土豪金。余额
宝火了，带动各种宝字辈理财
账户纷纷走红，零钱宝、如意
宝……乱“宝”渐欲迷人眼，百
度理财平台也带着收益率 8%

的百发上线。不过在这里提醒，
作为零用钱理财首选的余额宝

并非没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每年春节前夕，银行所推

出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较
平日会高出很多。银行在近期
发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
收益率普遍攀升，大大超过银
行短期理财收益率。目前，春节
专属的银行理财产品目前正在
募集，可以作为大额资金投资
首选。

农业银行“金钥匙·安心得
利·周四我最赚”，期限 73 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5 . 8% ，“金钥
匙·安心得利·马上有钱”，期限
36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5 . 6% 。

安心快线自动理财，七倍活期
收益，春节期间不能赎回，2 月
7 日起开放赎回。另外，在理财
产品市场，素有“高富帅”之称
的信托理财产品平时收益率一
般也在 8% 左右，当然，这类产
品风险也相对更高。

此外，滚动型理财产品每期
的投资期限较短，比较适合对流
动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者。而对流
动性要求不太高的投资者，可以
选择期限较长的产品，从而提前
锁定投资收益。银行通知存款以
其高流动性，也备受节日期间仍
有资金需求的客户青睐。

农历马年临近,马象征着财
富和实力，备受推崇，各家银行
纷纷推出与马年相关的贺岁贵
金属产品。同时，由于近期国际
金价承压下跌，创下了近 7 个
月以来的新低，更是激发了市
民的购买热情。农行 2014 年春
节贵金属新品已经全面上市，
借 2014 谐音“爱你一世”的寓
意，以“感恩”为主线，推出爱
情、亲情、友情等产品主题。

与往年相比，贵金属新品
呈现出产品精巧、购买门槛低、
方便实用、随身携带等新特点。
从投资收藏的角度上看，新品
中备受关注的包括农业银行自
主品牌“传世之宝”马年生肖金
银条，黄金规格最小 20 克，最
大 5 0 0 克，样式美观、工艺精
湛，是贵金属投资收藏的佳品。
农行“传世之宝”系列贵金属产
品，还包括小马奔奔金吊坠，规

格为 3 克、6 克；金钥匙，规格
为 5 克、8 克、15 克；吉祥平安
银瓶(车挂)，规格为 30 克。农行
代理销售的国金集团马年压岁
金钞，千足金，长方纸币形制。
每枚金钞标识“生肖贺岁纪
念”，正面精雕徐悲鸿《奔马
图》，神气矫健，辅以“马到成
功”字样和中国传统喜庆灯笼
图案，寓意福马兆祥，鸿瑞高
升。

一年一度的春节假期即将来
临，置办年货、假期出游、购物血
拼……成为眼下许多人的春节“计
划”。理财专家提醒，即便是消费，理
财“门道”也不少，让我们一起来看
看有哪些理财技巧吧。

春节期间，一些银行都将延续
节假日临时调高持卡人信用卡额
度的惯例，以满足节假日的客户用
款需求。上调期限通常为一个账单

周期，即 1 个月，最长则不超过 3 个
月。而上调幅度将视持卡人的信用
记录和刷卡次数而定，最高或可翻
番。持卡人如提供信用卡号或身份
证号主动提出临时额度申请，最快
当日即可生效。临时额度不享受免
息期，最好一次还清。

但由于申请临时额度的多为
支付大宗消费，还款时也不免让人
倍感压力。若不能一次还清，也可

以选择分期付款。农行、浦发银行，
只要分期付款的还款额在每月的
信用额度以内，则不需支付超限
费。此外，附属卡的持卡人也需留
意，附属卡会随主卡同步上调临时
额度，对于附属卡的持卡人来说，
若使用了临时额度消费，收到信用
卡账单后，应足额归还临时额度，
若没有足额还款，不仅会罚收滞纳
金，也会影响个人信用记录。

春节长假容易令人变得健
忘，也令人易成“购物狂”。从往年
的情况来看，每次节假日过后，都
会出现一个银行卡透支还款高
峰。这主要是因为持卡人在假期
后而遗忘还款，还有就是因过度
消费无力还款。虽然假期临时额
度可以被提高，但也需合理规划
自己的消费计划，防范大幅透支
而带来的风险。

压岁钱是每个孩子过年的企
盼，不过随着压岁钱行情的“水涨
船高”，不少家长在压岁钱的处理
上也会显得犹豫不决，全部给孩子
吧，担心孩子挥霍一空；控制在自
己手上吧，又会遭到孩子的强烈

“抗议”。那么可以选择以下几种方
法理财。

一是选择储蓄。让孩子养成不
乱花钱的好习惯，定期储蓄，更加
自律。也可以按照孩子升学的年
份，制定教育储蓄方案。如果金额
在 5 万元以上，可以在家长的帮助

下，买一点保本保收益的低风险产
品。让孩子在资金进出的过程中学
习金融知识，体会理财的乐趣。

二是基金定投。用压岁钱购买
基金进行理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农行的基金智能定投，除具有
普通定投的强制储蓄、分散风险、
积少成多等优点外，还能自动在市
场上涨时减少扣款金额，在市场下
跌时增加投资金额，有利于获得低
于普通定投的平均成本。对于年龄
偏小的孩子，不需要缴纳大笔学费
的前提下，也可以在现在的点位买

入一定数量的基金，长期持有，存
在获取较大收益的机会。

三是少儿保险。每年的压岁钱
比较固定，用压岁钱给孩子买一份
健康、教育保险，为孩子未来的健
康和教育构筑保障。儿童重大疾病
保险，确诊赔付保额，费用低保障
高，真正能分担家庭风险。儿童教
育金保险，强制储蓄专款专用，在
教育费用不断走高的情况下，通过
保险为家长提供强制储蓄的通道，
为孩子提供各个年龄阶段的教育
金、创业金、婚嫁金等。儿童教育金

保险属于半强制性储蓄，“专款专
用、保障基础、豁免优势”，渠道安
全，收益确定，兼具保障。

四是实物黄金。投资与收藏功
能兼备，具有纪念意义，同时能有
效规避赠与税、遗产税，是一种很
好的传承工具。目前，压岁金币、贺
岁金条、黄金生肖挂件等传统黄金
制品热销，家长将“压岁钱”转化为

“压岁金”，一来可以作为长线投
资，保值增值；二来孩子能看得见、
摸得着，又轻易花不掉，省去了家
长代管的麻烦。

春节出游保险 人强马壮

压岁钱巧打理 快马加鞭

春节消费“喜刷刷”龙马精神

贺岁金产品火爆 马到成功

抓住理财黄金档 马上有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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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旅游法》实施后的第
一个春节，与去年同期相比，出
境游价格平均上调 30% 左右。尽
管产品价格比往年同期有所上
涨，但更丰富多元的主题线路依
旧吸引了不少游客咨询报名，随
着生活水平的提高，2014 年春节
选择出境游的家庭越来越多。出

门旅游，保险是最不可或缺的。
境外旅游保险一般包括意

外、医疗、紧急医疗救援，统称为
“经济类境外套餐”，一般价位在
50-70 元，具有保费低、保障高的
优点。如果是想更全面，会有关
于旅行延误、托运行李延误、出
行期间家财险等全面型套餐。但

一味追求高保费、高保额的保险
也不可取。境外游旅客应该充分
考虑各地的医药费水平。境外旅
游险对于探险性漂流、潜水、滑
雪等高风险活动是“免责”的，还
有飞机延误、行李受损也不再其
中。因此建议在出行前，要认真
阅读投保合约，留意保险的免责

条款。境外旅行意外险是一个比
较小的险种，建议大家购买时在
网上进行，价格相对便宜。无需
去保险公司购买。

在这里祝各位市民：龙马精
神代代传，人强马壮身体棒，跃
马扬鞭自奋蹄，天马行空任驰
骋！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许妍)

记者从日照市部分银行获悉，
在春节小长假期间，日照各家银
行营业部，从大年初一到初七正
常放假，只有2月4日(初五)、5日(初
六)两天，部分网点营业，营业网点
的营业时间与平日安排一样。多
家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如果打算
办理公司业务，最好提前办理，各
银行节日期间均无法办理对公业
务。

据了解，在节日期间，各银行
的ATM及自助银行仍然对外正
常营业，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系统

正常运行。据一银行工作人员介
绍，“银行自助区都是24小时服务
的，市民通过自助渠道在任何时
候都可以办理业务。”

据了解，2月4日(初五)、5日(初
六)两天，中国银行日照分行(黄海
一路)、东港区支行(兴海路)、新市
区支行(烟台路)、岚山支行、五莲
支行、莒县支行六个营业部正常
营业。

其他银行在2月4日、5日营业
的有：中国农业银行东港支行(海
曲中路)、新市区分理处(烟台路)

和石臼支行 (黄海一路 )、莒县支

行、岚山支行、五莲支行营业部正
常营业。

中国工商银行日照分行(黄海
一路)、市中支行(烟台路)、东港支
行(望海路)、岚山支行、莒县支行
和五莲支行营业部营业；

中国建设银行日照分行(黄海
一路)、市中支行(泰安路)、东港支
行(海曲中路)3个营业部和莒县支
行营业室、五莲支行营业室、安东
卫分理处营业。

2月4日、5日两天，日照银行
有三家营业网点营业，分别是日
照银行营业部(新市区197号)、银

海支行(海滨五路)和东港支行(海
曲中路)营业。

邮政储蓄银行在2月4日、5日
营业的支行分别是海滨三路支
行、泰安路支行、正阳路支行、山
东中路支行、开发区支行。

招商银行日照支行营业部、
济南路支行、泰安路支行在2月4

日、5日照常营业。
由于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浦

发银行、九银村镇银行在日照只
有一家营业网点，所以上述四家
银行营业部在2月4日、5日都正常
营业。

春节七天假期，各银行都将歇业

大大年年初初五五、、初初六六，，部部分分网网点点营营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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