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险为人知

“家财险是什么？”“没有想过财产安
全这方面的问题，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发
生过家里被盗的情况，这种险用到的几
率不大吧？”这是记者在采访中最常听到
的回答。在随机采访的过程中，不少海
口市民对家财险能够给财产提供保护并
不是十分感兴趣，大部分都认为家庭财
产出现丢失被偷的几率很小，为此多花
一笔钱去买保险没有必要。

平安保险公司海口分公司的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平时在卖保险时涉及到人
身安全的寿险和车险，问津和购买的人

会比较多，但对于家财险，部分海口市民
还是在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造成损失
后，才了解并购买的。因此投保率也是
自“威马逊”后有小幅增长，但大部分消
费者对与此险不感兴趣。

记者浏览多家保险公司的官网后发
现，各公司的家财险保障范围大同小异，
由于台风、火灾、雷击、飞行物体坠落等
造成的财产损失基本都涵盖在内。

平安保险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一听到
家财险，大部分客户就以为该险种只保障
被盗的财产。但其实像火灾、台风、泥石

流等原因造成的房屋损失、房屋装修、室
内财产等等都在家财险保障的范围内。
部分保险公司还提供对在家里的家电、金
银首饰等物品的盗抢，以及家里电器因电
压异常引起的损毁等附加险保障。

据该销售人员介绍，此险种的投保
人未必一定是房主，租房客同样可以为
自己的家电产品投保。“无论是买房自
住、出租房屋还是租房居住都可以投保
家财险。该险主要针对居住房屋以及内
部财产的保险，与房屋是否为居住人所
有没有关系。”

家财万贯难防风云突变
家财保险让你临变不乱

今年第一个台风“鲸鱼”虽然没有带来特大暴雨，但去年超强台风
“威马逊”仍让不少人心有余悸。面对海南夏季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
每年都有居民因为下雨家中进水而蒙受损失，尤其是一些家用电器和
家具更怕“水灾”。我省保险业相关专家表示，若要转移财产风险，购买
合适的家财险是一种有效手段。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与动辄几千元保费的人身保险和机
动车辆保险比起来，家财险相对便宜。
通常来说，每年100元的保费就可以得
到20万元的保障。以平安保险公司的

“家财宝”综合保障计划为例，该产品为
业主提供地震、台风、暴雨、火灾、洪水等
灾害导致的房屋及其附属设备等基本保
障，保费为100元/年。

值得注意的是，遭贼窃虽然也是意
外事件，但是在该款家财险产品中，由盗

抢造成的室内财产损失和现金、金银珠
宝损失都属于附加险，需要额外购买。
此外，同样为附加保障的还包括家用电
器用电安全损失、管道破裂及水渍造成
损失、第三者责任、地震造成房屋及附属
设施损失、地震造成室内财产损失等。

保险专家建议消费者在投保家财险
时，除了需要注意看清主险和附加险各自
的保障范围，还要注意某些保障是有绝对
免赔额的。比如某家公司推出的家财险

中的附加险“附加盗抢综合险”中规定，便
携式家电部分保额为附加盗抢综合险保
额的20%，现金、金银珠宝、首饰、手表部
分保额为10%；而另一家保险公司的家财
险中则规定便携式家电、现金及贵重物品
等占到保额的50%，并不是全额赔付。

换句话说，并不是买了家财险，就一
切损失都能由保险公司来赔偿。具体怎
么补偿，还是要以客户和保险公司约定
的合同为准。

建议：购买前需分清主险与附加险

现状：投保率自“威马逊”后小幅增长

■■■■■ ■■■■■ ■■■■■

收益“缩水”，赎回量增多

昨日，创业板报 3206.38 点，跌幅
5.23%。创业板遭遇调整，市场上重仓
创业板股票的基金净值也大幅下跌，不
少投资者开始赎回手中以投资创业板为
主的基金。

记者近日走访银行时了解到，不少
基金投资者看到行情不稳，纷纷致电银
行询问是否可以赎回净值下跌的基金。

部分投资者甚至按捺不住心头的焦虑，
自己在网银上进行了赎回操作。

在建行海口龙昆南营业网点，等待咨
询的宋女士就告诉记者，她已对手中的基
金进行了全额赎回。“我4月底跟着同事开
始买基金，3万元本金到5月中旬就挣了1
万多元，可是进入6月后，收益往往是两天
为正三天为负，眼看着两部iPhone Plus
就快跌成手机壳了，还是赶紧赎回算了。”

采访中，工商银行的理财经理麦经
理表示，创业板经历了近半年的上涨后，

出现回调是必然的，市场有涨有跌是正
常现象，创业板基金有购买就必然有赎
回，近期创业板波动较大，赎回量相应增
多，对于一些前期涨幅过大的品种，投资
者用赎回操作回避风险未尝不可。

但同时也有投资者看好创业板长期
发展情景的资金逢低入市。麦经理认
为，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
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依
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如果把眼光放
远，经过震荡整固，创业板依然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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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搭“大黑牛”理财更有“范”
震荡市，理财师建议可适当配置军工板块基金

调查显示

超六成投资者
忽略投资风险

随着股市进入调整期，投资风险话题再次受
到重视，与此同时，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打
破刚性兑付也是大势所趋，投资者风险意识的培
养逐渐受到重视。21日，作为广东金融界投资者
风险教育先行先试的举措，由广东省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联合会指导，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联手正勤
金融举办的投资理财风险教育沙龙活动走进社区
活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超过六成的投资者忽略
投资风险，超过七成的投资者表示缺乏获得投资
风险教育的途径。

“金融消费者保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金
融知识的投资教育，对金融而言，金融机构往往是
强势的，而且专业知识也较强，对消费者来说，就
不具备这一点知识，对金融产品了解不够信息不
对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法律处、省金
融消费权益保护联合会秘书长张劲表示，广东是
金融大省，正在建设金融强省，未来，广东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还将从走进高校和走进社区两方面联
合着手开展投资者教育。

根据中山大学岭南学院MBA针对投资理财方
面的调查问卷显示，接近3000名的受访者中，有超
过五成的投资者都有将股票投资放在金融产品投资
的第一位，其次是基金，再然后才是银行存款与理财
产品、保险等风险相对而言比较低的投资品种。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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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无常
A股究竟怎么了？

昨日沪深两市双双小幅高开，在军工、国企改
革等权重的相继活跃下，早盘震荡走高。午盘后，
市场风云突变，又开启了噩梦式的大跌行情，上证
综指一度大跌超4%，创业板盘中更是大跌超6%，
个股全面普跌，小盘题材股再度惨跌，改革权重尾
盘也没能幸免于难，两市非ST跌停股近130家。

在无重大政策性利空下，自6月15日下跌以
来，A股持续暴跌，近三个交易日连续大反弹后，
昨日又大跌，行情的反复无常让投资者伤痕累累，
A股究竟怎么了？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看，仍没有特别重大的政
策利空，新股扩容发行本就是预期之中的，新一批
28家新股仍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不存在直接袭击
市场的动能，因此，再度大跌还是市场自身的生态
消化。从4264点的最低点到今日4720点的最高
点，在反弹了近500点后市场有回踩的内生需求，
而银行股的高开大低走加重了下跌势头。另一方
面，市场预期的降准降息正弱化，一是因为央行拟
取消了银行存贷比，这可以释放万亿资金；二是因
为央行公开市场昨日进行350亿元7天期逆回购
操作，随着半年末效应的到来，央行此举意在缓解
流动性紧涨局面，不排除未来几天继续进行。半
年末效应对市场有一定影响，新一批新股放在下
周五开始申购也是特意绕开了半年末效应。

当前稳增长政策正在全力保驾护航经济，从
股市本身来说，中央的各类政策并不会直接来压
制股市，A股来到了牛市中场换档阵痛期，对利好
钝化、上涨弹性不足、个股分化过于剧烈都是阵痛
的具体表现。从创业板看，其本身有硬伤，体现在
估值泡沫过高和受上交所推科创板及B股科技股
回归A股的双重冲击，整体风险释放要求仍较强，
60日均线仍是其关键支撑所在，如失掉60均线，
后面恶化空间就更大。从大盘看，国企改革是最
有力的支撑点，加上各类政策引发的结构行情，大
盘跌破4000点的概率相对较小，每年6月，行情都
相对低迷，今年也一样，短期宽幅震荡行情仍将持
续，投资者操作上，已亏损的有业绩、有前景的题
材股仍不宜补仓，也不建议止损，无业绩且暴涨过
的题材股仍宜作减仓处理。当前整个市场赚钱效
应明显很差，持股与短线操作都难获利，整体观望
为宜，适度逢低轻仓关注国企改革这条主线。

金元证券高级投资顾问 陈勇

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即将启动

如何捞金香港基金？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上半年节点临近，
股市暴跌，尤其创业板
接连大跌让不少基金投
资者损失惨重。记者近
日走访了解多家银行，
理财师均认为市场风格
频繁转换，下半年的投
资策略应偏向“稳健”，
基金投资者可配置一些
二线蓝筹板块主题的基
金，以及军工板块基金，
以便分散投资风险。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7月1日起，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工
作将正式启动。对于普通投资者意味着
开辟了投资新通道。而在业内人士看
来，两地基金互认将有利于内地资本市
场的国际化发展，有利于两地市场的互
动促进。

投资港基值不值得尝试，普通投资
者该如何参与港基投资，需要注意哪些
风险？记者就此咨询了相关理财专家。

投资者

★对港基了解不多
从下个月开始，内地投资者可以在

境内购买香港的公募基金，内地的公募
基金也可在香港市场出售。

记者近日在海口市部分银行营业网
点内进行了简单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
受访的市民对港基了解并不多。

但是听说两地基金即将互认，不少
市民还是表现出对购买香港基金的兴
趣。从事导游工作的邓先生对港基一直
抱有兴趣，但由于工作每次待在香港时

间不多迟迟没有投资，听说下月在家上
网也能买港基了，他决定全面了解下港
基的种类及收益。

建议

★先从小额操作开始
工商银行海南分行的客户经理麦经

理分析认为，内地与香港二者的发展环
境、监管环境有所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投
资取向、投资策略也有所不同。内地基
金投资受国家政策取向影响更大些，在
一定程度上中国市场是政策市；而香港
基金投资更多以关注企业的基本面为
主，侧重企业的发展盈利。

他建议，普通投资者要投资香港基金
前最好先充分了解香港市场的运作方式、
投资方式，从小额操作开始，在适应香港资
本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逐步加大投资。

★投资前需看清汇率
香港是重要的资产管理中心，截至

2013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
产超过16万亿港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
增长27.2%。其中，源自海外投资者的资

金在2013年达到11.38万亿港元的历史
性高位，占基金管理业务总资产的72%。

这里既有内地投资者熟悉的嘉实、
大成等内地基金公司的境外分支，也有
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霸菱、施罗德
等全球知名的资产管理机构，既有全球
策略基金，也有亚太区或者仅投资香港
的基金，品种丰富。

麦经理介绍，符合首批互认标准的
香港基金有100只左右，类型以常规股
票型、混合型、债券型及指数型为主，不
包括货币型和保本、分级基金，这些基金
将委托内地销售机构公开销售，购买方
式与购买内地基金相同，不过销售机构
和手续费等细节目前尚未明确。

麦经理提醒，投资港基风险同样是
多样化的，有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系统
风险，还有汇率风险等，资本市场风云
变幻，但又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投资
者要想稳健投资，一要掌握一些投资知
识，能够辨别市场风险；二要具备良好
的投资心态，不能以赌博的心态去做投
资；三要到正规的、具备资质销售渠道
如银行、券商等投资购买基金，避免操
作风险。

权益类：固定收益类=3：4

近期股指遭遇剧烈震荡调整，各指
数同步大幅下挫，多空双方进行了激烈
的争斗。麦经理分析认为，造成大盘短
期下跌主要有四大利空因素：首先，新股
加速发行，特别是大盘股的启动对资金
的分流效应更加明显；其次，监管层严禁
场外配资入市，去杠杆决心坚决；再次，
随着年度中期的到来，企业结算和银行
缴款等需求将集中爆发，直接导致大盘
跳水；最后，本次调整是对今年以来的巨
大涨幅的一次修正。短期来看，随着打
新资金的回笼以及控制资金杠杆风声过
后，指数或将重拾升势。长期来看，本轮

牛市根基并没有发生动摇。货币偏向宽
松，流动性相当充裕。管理层在强力保
增长治标的同时，也着力推进改革，促经
济转型来治本，利好频出。

因此对于普通投资者下半年的理财
策略，麦经理建议，加大权益类产品的配
置将是近期的趋势，权益类产品如股票、
基金配置比例对普通家庭来说可占30%
左右；固定收益类产品可占40%左右；保
险类产品可占10%左右，家庭的流动资
金比例普通家庭可保持在5—10%左右。

适时配置蓝筹类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在创业板赚钱光环
褪色的同时，一批蓝筹股轮番登场、表现

抢眼。面对市场可能出现的风格转换，
工行理财经理建议基金投资者，从资产
长期配置和安全性的角度来考虑，在资
产配置中补充低估值蓝筹板块品种。

如何分辨蓝筹类基金？麦经理建议
投资者先看名称和重仓股，即看基金名
称和重仓股中是否包含有“大盘”、“蓝
筹”等字样或相关个股。对于主题投资
基金，有“国企改革”、“一带一路”等字样
的基金也是蓝筹类基金。

其次看涨跌幅，即看基金当天的涨跌
幅是否与蓝筹板块保持一致，如果一致，
则这只基金是蓝筹类基金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投资者下半年可以适度关注
军工板块基金，对互联网+板块主题基
金长期关注。

港
基
知
多
点

管理者

基金

已获得香港证
监会9号牌照，最近
3年（或自成立起）
未收到香港证监会
重大处罚

不以内
地为主要投
资方向

成立1年以上在内地销售规
模比例占总资产的比例≦50%

基金
类型债券型 混合型

指数型

常规
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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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规模
≧2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

财财 时评

财财 知道

理财
建议

市场
反应

1

2

3

台风来，它是“定风丹”
暴雨至，它是“避水诀”

本栏目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股市有风险 炒股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