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版意见征求稿与旧版差别较大：

1、对业务资质分类管理，基础类的银行，
理财业务将不能投资非标和权益类资产；

2、银行理财投资非标资产，只能对接信托
计划，而不能对接资管计划；

3、禁止银行发行分级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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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海南省分行紧紧围绕消费者
的实际需要，扎实有效地做好金融知
识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7月26日深
入洋浦经济开发区，走进海南凯美特
气体有限公司开展“送金融知识进企
业”宣教活动。

该行宣教团队的业务专家在企业
礼堂为近百名员工进行现场讲解，介

绍个人征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银
支付等知识，旨在促进参加讲座的企
业员工提升金融风险防范水平。业务
专家重点结合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
查询网络平台”，向消费者介绍个人信
用报告的概念和查询方法、如何拥有
良好个人信用记录、如何保护个人隐
私和防止征信受损以及解读征信领域

热点问题等，引导消费者关心重视自
己的征信情况和信用行为，宣传维护
良好个人信用记录的重要性。该行授
课老师幽默细致的讲解，受到企业员
工的好评。

据工行海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月该行辖属各分支行还开展集
中设点、网点微沙龙等丰富多彩的宣

传活动，均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以
上各项宣传活动也是该行为期3个月
的“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主题活动之
一。下个月，该行还将通过下基层、进
社区和知识讲座等方式大力开展“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月”活动，向消费
者宣传电信网络诈骗常见手段和辨别
方法、用卡安全和防盗等知识。

理财是一件越早开始越好的事
情，理财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也都会做，但为什么有些人理了几年
成了小富婆，有些人理了几年还是

“月光光”？专家表示，第一要培养良
好的理财习惯，要让理财形成一种意
识；第二，要找对方法，坚持不懈。

小时候的“存钱罐”存的是零花
钱，大学生们存钱基本上可以叫做

“储蓄”了，平时父母给的生活费用，
节省一点，还是能存下不少。比如，
父母每个月给1000元生活费，只花
其中600元，这样每月就可以存下
400元，一年就是4800元，四年就是
19200 元，日积月累也是一个大数

目。既可以做基金定投，也可以通过
累计到一定数额购买稳妥的理财产
品，说不定四年下来，已经轻松赚得
人生“第一桶金”。

另外，兼职赚的钱，也可以用作
储蓄，比如一个假期兼职赚得1000
元，四年就是8000元，已经存够了将
近一年的学费。大学生养成了存钱习
惯，平时身上就会有不少备用金，等到
要毕业了，用这笔钱报个技能培训班，
将会给未来的职场上加很多分。

理财专家建议，大学生暑假除了
做兼职赚钱外，平时存下来的钱拿去
理财，还可以“钱生钱”，假如已经存
下5000元，存银行定期，一年期利率

3%，到期后利息收益150元；购买余
额宝之类的货币型基金，年化收益率
4.5%左右，一年后收益225元；或者
购买储蓄式国债，三年期利率5%，三
年后收益750元。

此外，专家提醒，大学期间应学
会妥善使用信用卡，累积自己的“信
用财富”，早一点开始接触信用卡，可
以加强你对信用卡消费的理解，而利
用免息期进行理财，能够让你非常直
接地体会到理财的好处。信用卡消
费每月都会有账单，同学们可以从每
月账单上看到自己的每一笔消费，学
会总结自己的消费账单，调整自己的
消费习惯。

“钱生钱”才能生财有道

学习之余掌握理财之道

大学生，你的“财商”欠费吗

全民理财时代，
不管是即将跨进校门
的准大学生，还是已
经在校的大学生，抑
或是准备毕业的大学
毕业生，学会理财，具
备一定的“财能”，等
真正毕业进入社会就
多了一份“自主权”，
培养一些理财好习
惯，将使你终身受益。

大学生日常开销
恐怕大多数都来自父
母，不过有不少大学
生也在勤工俭学，学
习之余通过做兼职，
赚点零花钱。那么大
学生们如何在涨知识
的同时提高自己的
“财商”？

对此，理财师建
议，大学生可以在学
习之余掌握一些理财
之道，懂得省钱、存
钱、赚钱、钱生钱，走
好这几步，也就培养
了好的理财习惯，有
了自己的生财之道。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万丈高楼平地起，大学生学理
财，应先从省钱开始，不论是父母平
时给的零花钱，还是自己课余打工赚
取的收入，都应该合理利用。

如果把理财投资比作一场马拉
松，那么记账无疑应该是迈出的第一
步。在理财方面，无论你是“小白”还
是“达人”，清楚的账目记录能让你更
快速准确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从
而能够对症下药。

另外，生活中也有一些省钱之
道。饮食方面，花一样多的钱，可以

选择能够“续碗”或者“续杯”的店，这
样显得更实惠；日常用品选择大包装
的一般性价比更高，用的时间也更
久。

小林是海师大研一的学生，一直
被同学们称为“省钱达人”，每月花在
伙食上的费用仅500余元，“我现在
读研，每个月还有一点生活补助，早
餐和午餐都是必须保证营养的，晚餐
一般很简单也很健康，一碗粥、一个
馒头，不到两块钱。”

对于女生来说，最常见的消费是

衣服、零食和化妆品。小林认为，作
为学生，衣服够穿了，就不应该每月
花钱去追赶潮流，不吃零食省钱，同
时还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对
于化妆品，小林说在做促销的时候购
买，能优惠不少。

其实，小林家境富裕，但她从小
就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对于省钱
的问题，小林认为，“大学期间，通
过点滴财富积累，养成好的习惯，
为将来生活独立奠定良好的基
础。”

大学生兼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
潮流，不仅大学生自己乐此不疲，很
多学生家长也认为，通过兼职，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家庭负担，也让尚未踏
出象牙塔的学子们体验生活的不易，
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海经院大三学生小鹏也不例外，
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海口一家火
锅店当餐厅服务员，一小时可以赚取
10多元。提到自己每月兼职的收
入，他对记者笑了一笑“没多少。”他

表示，以前花钱大手大脚，现在通过
自己打工赚来的钱主要都花在生活
用品上，慢慢培养了他的理财意识。

“课本知识要学，但社会实践同
样重要。”小鹏说，现在大学生就业

“亚历山大”，他从踏入大学校门起，
只要有机会就会积极参与各种社会
实践，为的是毕业后能对社会有更多
的认识，提早做好适应社会的准备。

海师大学工处陈老师提醒，大学
生找兼职应尽量选择正规渠道，如招

聘类报纸、招聘类网站和中介机构，
工资方面尽量选择日结的。兼职的
过程中，还要处理好兼职和学习的关
系，尽量在课余时间进行，不要本末
倒置。

理财专家认为，大学生还处在学
习阶段，这个阶段的财务现状是本金
少、收入有限、花销弹性大，所以在这
个阶段，收益不是最重要的，适当通过
兼职“开源”，并可通过定期储蓄、购买
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使其保值增值。

工行海南省分行
开展“送金融知识进企业”宣教活动

走出房贷
月供认识误区

如今，人们通过贷款买房已
是普遍的现象。贷款之后，每月
需要向银行归还部分本金和利
息，俗称“月供”。有一种比较流
行的说法，说银行放贷要先收利
息，月供前期还的都是利息，等
利息都还完了再还本金。其实，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银行在为借款人计算房贷
还款额的时候，一般是按月计
息。借款人所还的月供金额由
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金，一
部分是利息。两者相加，正好
是每月所还的月供金额。目
前，银行的房贷分为“等额本
息”与“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模
式。等额本息，就是每个月还
款的“本+息”之和始终保持不
变。而等额本金，就是每月的
还款总额里，本金部分始终保
持不变，利息另算。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等
额本金”还款方式比“等额本
息”还款方式划算。这种提法
也存在理解的误区。假设借款
人选择“等额本金”还款方式，
总借款100万元，分100个月平
均还本金，则每月要还本金 1
万元。第1个月还：本金1万元
加上 100 万元本金借 1 个月应
付的利息数；到了下个月，还本
金还是 1 万元，再加上（100-
1）=99 万元本金借 1 个月应付
的利息数。显然，下个月的利
息少于本月（本金变少），所以
总还款额也少于本月。这样一
来，以后每个月总还款金额越
来越少，最后还清。

的确，在“等额本金”还款
方式下，由于前期归还的本金
比较多，所以相对于“等额本
息”还款方式而言，借款者支付
的利息总额要少一些。不过采
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划得来，却
需要好好分析。

一旦选择“等额本金”还款
模式，由于借款人所借的本金数
量相对于“等额本息”而言，本金
会提前归还。此时，借款人需要
考虑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益。如
果有更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超
出支付银行借款利息的回报，那
就可以选择“等额本息”方式，让
本金在手中多停留一会儿。

最严银行理财监管新规
征求意见

据了解，银监会于本月已初步形成了新的
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意见征求稿，并召
集部分银行进行讨论。新版本调整较多，且更
为严厉，尤其是对银行理财实现分类管理和禁
止分级理财产品，与旧版意见征求稿差别较大，
被称为史上最严银行理财监管规定。

2014年12月银监会就银行理财业务监管
新规发布征求意见后，至今没有最新进展。日
前，新版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被媒体披露，据悉，《征求意见
稿》已下发至银行。《征求意见稿》要求对银行理
财业务分类管理，禁止发行分级产品，还对银行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进行了严格限定。

《征求意见稿》要求，商业银行开展理财业
务，应当确保理财业务与信贷等其他业务相分
离，自营业务与代客业务相分离，理财产品与其
代销的金融产品相分离，理财产品之间相分离。

文件要求，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
债权资产，应当符合三项：首先是确保理财产品
投资与审批流程相分离，比照自营贷款管理要
求实施投前尽职调查、风险审查和投后风险管
理，并纳入全行统一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其
次，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在
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理财产品余额的35%或
者商业银行上报告披露总资产的4%；再次，每
只净值型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
额,在任何时点均不得超过该理财产品余额的
35%。 （北青）

隔夜拆借利率
创7月以来新高

进入7月中旬后，资金面趋紧，尤其是隔夜
资金拆借难度加大，呈现紧张态势。日前，隔夜
Shibor报2.0370%，上涨0.5个基点，连续第八
个交易日上行，继续刷新周一纪录，创出7月以
来最高位。

从市场表现来看，短期资金价格普遍上涨，
7天Shibor报2.3480%，上涨1.6个基点；14天
Shibor报 2.6910%，上涨1.1个基点。黄金钱
包首席分析师肖磊表示，近期短期资金面趋于
紧张，主要受到期资金的影响。

央行数据显示，公开市场本周共有2850亿
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并且周一有1010亿元
中期借贷便利（MLF）到期，对资金面影响较
大。而本周以来，央行在公开市场也加大投放，
以对冲到期资金。继周一1500亿元的操作规
模之后，昨日央行进行了1300亿元7天期逆回
购操作，实现净投放700亿元。市场人士预计，
央行仍将通过逆回购以及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等
工具释放中短期流动性。国信证券宏观固收研
报指出，央行货币政策意图不变，仍将维持资金
面的平稳，公开市场操作将根据市场资金情况
灵活调整，市场对短期资金面的波动不用过于
担忧。 （北商）

37家公司上半年
亏损几成定局

越来越多公司发布的中报业绩预报，为投
资者提供了参考。相较于那些业绩暴增的企业
而言，业绩骤减的上市公司则意味着更高的风
险。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按“预告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变动幅度”这一指标排序，
共有37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下降幅度等于
或超过100%，其中，有4家公司称，同比下降幅
度超过1000%。

4家预测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1000%的公
司分别是福建金森、中银绒业、华虹计通和泸天
化，而从亏损原因来看，即有受自然灾害影响导
致生产受损的，也有因市场不好产品毛利率下
滑者。

从数据来看，按“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下
限”这一指标排序，石化油服则是亏损金额最高
的企业。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45亿元左右。 （据证券日报）

财•课堂

校园理财的
生态平衡

■ 罗孝平

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90
后大学生有着非常强烈的理财
饥渴，因此校园理财俨然成为
一片蓝海，各种金融机构纷纷

“跑马圈地”。
眼下，在旺盛的理财需求

和供给背后，高校理财市场表
现出了明显的短板：理财意识
勃发和财商素养欠缺并存、互
联网金融接受度高与风险甄别
能力不足并存、投资火热与后
续管理欠缺并存……由此导致
了校园理财的阴影面不断扩
大，如“欠下巨债跳楼死”“女大
学生裸照借款”“借贷机构暴力
催收”等。

其实，早在10年前，各种金
融机构曾瞄准校园市场，但结
果不了了之；眼下，校园理财市
场“蓝海”变“血海”，这说明了
同样一个道理：金融机构与学
生之间并未形成良性互动，金
融机构之间在“丛林法则”中相
杀过度，未能保持校园金融的
生态平衡。

大学生是一个非经济独立
群体，他们有着显著的群体财
务特点：一是承受能力弱，一旦
血本无归，可能连基本的吃饭
都成问题；二是资产碎片化，缺
乏大额来源和固定收入，但零
花钱可以随时补充；三是习惯
于互联网思维，无法容忍繁琐
的手续导致的低效率。

对于大学生而言，一般说
来，一个好的在线理财或者P2P
平台，资产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因为校园互联网金融首先需要
解决的是如何在风险控制体系
做好的前提下，实现用户理财
资金的安全与保障。

投资金额 10
万元以上的

“土豪”人数占

比2.2%

要理财先“节流”

“开源”有道 兼职有度

其中
90 后投资

者的理财意识日
益增强，在投资
总人数中的占比

达到7.4%

从投资金额
看，学生族们的
人均投资额达到

1.2万元

投 资 金

额 1 万以下

的人数占比

78.9%

广东、江苏、浙江等十省份的学生族理财用户数量最多
上海大学生最“豪”，人均投资额为2.4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

投资金额

1-10万元的

人数占比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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