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知识 

 

理财就是学会合理地处理和运用钱财，有效地安排个人或家

庭支出，在满足正常生活所需的前提下，进行正确的金融投资，

购买适合自己的各种金融产品，最大限度地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

值。 

一、家庭理财规划 

家庭理财是关于如何计划家庭收支、如何管理家庭财富的学

问。正确的理财，可以让我们避免无谓的浪费，增加家庭财富，

储备家庭财力，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经常听人说“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也就是说，理不理财不一样。 

家庭理财包括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开源指增加收入和让家

庭现有资产增值，节流指节省支出与合理调节家庭消费结构，通

过长期合理的家庭财政安排，实现家庭成员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经

济目标。 

1、如何制定家庭理财规划 

理财做得好，首先要有一个全盘规划。家庭理财规划是指在

全面考察收支状况、家庭资产财务情况后，根据家庭风险承担能

力、家庭成员的人生偏好以及不同阶段的家庭需求，确定家庭理

财目标，制定合理的家庭投资理财方案。下面给您介绍几个理财

规划的一般定律： 

（1）“4321 定律” 

这个定律是针对收入较高的家庭，这些家庭比较合理的支出



比例是：40%用于买房及股票、基金等方面的投资；30%用于家

庭的生活开支；20%用于银行存款，以备不时之需；10%用于保

险。按照这个定律来安排资产，既可以满足家庭生活的日常需要，

又可以通过投资保值增值，还能够为家庭提供基本的保险保障。 

（2）“72 定律” 

如果您存一笔款，利率是 x%，每年的利息不取出来，利滚

利，也就是复利计算，那么经过“72/x”年后，本金和利息之和

就会翻一番。举个例子，如果现在存入银行 10 万元，利率是每

年 6%，每年利滚利，12（=72/6）年后，银行存款总额会变成 20

万元。 

（3）“80 定律” 

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进行风险投资的比例应该逐步

降低。“80 定律”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把总资产的多少比

例投资于股票等风险较高的投资品种。这个比例等于 80 减去您

的年龄再乘以 1%。比如，如果您现在 30 岁，那么您应该把总资

产的 50%[50%=（80-30）x1%]投资于股票；当您 50 岁时，这个

比例应该是 30%。 

（4）家庭保险“双十定律” 

家庭保险“双十定律”告诉我们，家庭保险设定的合理额度

应该是家庭年收入的 10 倍，年保费支出应该是年家庭收入的

10%。例如，您的家庭收入有 12 万元，那么总保险额应该为 120

万元，年保费支出应该为 12000 元。 



（5）房贷“三一定律” 

    房贷“三一定律”是指，每月的房贷金额以不超过家庭当月

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为宜，否则您会觉得手头很紧，一旦碰到意外

支出，就会捉襟见肘。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小定律都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并非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二、常见的个人理财工具 

1、银行储蓄 

银行储蓄包括活期储蓄存款、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零存

整取定期储蓄存款、通知存款、教育储蓄存款。 

储蓄存款技巧 

（1）12 存单法。对于追求无风险收益的投资者来说，可以

将每月工资收入的 10%-15%存为定期存款，切忌直接把钱留在

工资账户里，因为工资账户一般都是活期存款，利率很低，如果

大量的工资留在里面，无形中就损失了一笔利息收入。 

每月定期存款单期限可以设为一年，每月定存一笔，一年下

来就会有 12 张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单。从第二年起，每个月都会

有一张存单到期，如果有急用，就可以使用，也不会损失存款利

息；当然如果没有急用的话这些存单可以自动续存，而且从第二

年起可以把每月要存的钱添加到当月到期的这张存单中，继续滚

动存款，每到一个月就把要存的钱添加到当月到期的存款单中，

重新获得一张存款单。 



（2）阶梯存款法。一种与 12 存单法相类似的存款方法，这

种方法比较适合与 12 存单法配合使用，尤其适合年终奖金（或

其他单项大笔收入）。具体操作方法是，假如您今年获得一笔年

终奖 5 万元，可以把这 5 万元奖金分为均等 5 份，各按 1 年、2

年、3 年、4 年、5 年定期存 5 份存款。当一年过后，把到期的

一年定期存单续存并改为五年定期，第二年过后，则把到期的两

年定期存单续存并改为五年定期，以此类推，5 年后您的 5 张存

单就都变成 5 年期的定期存单，每年都会有一张存单到期，这种

储蓄方式既方便使用，又可以享受五年定期的高利息。这是一种

非常适合于有一大笔现金的存款方式。 

（3）合理使用通知存款。通知存款很适合手头有大笔资金

准备用于近期（3 个月以内）开支的人。假如手中有 10 万元现

金，拟于近期首付住房贷款，但是又不想把 10 万元简简单单存

活期损失利息，这时就可以存 7 天通知存款。这样既保证了用款

时的需要，又可享受比活期利率高出几倍的利率。 

举例来说，用 50 万元购买 7 天期的通知存款，持有 3 个月

后，以 1.62%的利率计算，利息收益为 2025 元，比活期存款利

息（以 0.72%计算）900 元收益高出 1125 元，扣除利息税后，通

知存款的收益则要比活期存款高出 80%。 

（4）利滚利存款法。所谓的利滚利存款法，是存本取息与

零存整取两种方法完美结合的一种储蓄方法。这种方法能获得比

较高的存款利息。 



具体操作方法是，比如一笔 5 万元的存款，可以考虑把这 5

万元用存本取息方法存入，在一个月后取出存本取息中的利息，

把这一个月的利息再开一个零存整取的账户，以后每月把存本取

息账户中的利息取出并存入零存整取的账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能获得两次利息，即存本取息的利息再整存整取又获得利息。 

（5）4 分储蓄法。如果手中有 1 万元，并计划在 1 年内使

用，但每次用钱的具体金额和时间不能确定，可以采用 4 分储蓄

法。 

具体步骤为：把 1 万元分成 4 张存单，但金额要一个比一个

大，诸如把 1 万元分别存成 1000 元的一张，2000 元的 1 张，3000

元的 1 张，4000 元的 1 张，存期均为 1 年。这样，如果有 1000

元需要急用，只要动用 1000 元的存单就可以了，其余的钱依旧

可以“躺”在银行里“吃”利息。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种“4 分”

的储蓄法，把 1000 元存活期，2000 元存 3 个月定期，3000 元存

6 个月定期，4000 元存 1 年定期。 

2、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根据我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

法》,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是指商业银行将本行开发设计的理财产

品向个人客户和机构客户宣传推介、销售、办理申购、赎回等行

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分为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证收益

理财计划两大类。每种理财计划根据收益和风险的不同又可分为：

固定收益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本浮动收益理



财计划。 

（1）“保本又保息”的固定收益理财计划 

顾名思义，就是投资者获取的收益固定，若是理财资金经营

不善造成了损失，完全由银行承担。当然，如果收益很好，超过

固定收益部分也全由银行获得。为了吸引投资者，这种产品提供

的固定收益都会高于同期存款利率。 

（2）“保本不保息”的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 

这类理财计划是指银行保证客户本金的安全，收益则按照约

定在银行与客户之间进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为了获得较

高收益往往投资于风险较高的投资工具，投资人有可能获得较高

收益，当然若是造成了损失，银行仍会保证客户本金的安全，只

是收益受到影响。 

（3）“本息都不保”的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 

银行不对客户提供任何本金与收益的保障，风险完全由客户

承担，而收益则按照约定在客户与银行之间分配。 

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与存款存在明显区别，具有一定的风险。

在购买理财产品前，投资者应确保自己完全理解该项投资的性质

和所涉及的风险，详细了解和审慎评估该理财产品的资金投资方

向、风险类型及预期收益等基本情况，在慎重考虑后自行决定购

买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产管理需求匹配的理财产品；在购买

理财产品后，投资者应随时关注该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情况，及

时获取相关信息。 



3、国债 

国债俗称“金边债券”，由国家财政信誉担保，信誉度非常

高，其安全性（信用风险）等级当然是所有理财工具中最高的，

而收益性因其安全性高而有所降低。 

国债的流动性除了记账式国债之外，凭证式国债、储蓄国债

（电子式）都是以牺牲收益性来换取流动性的，因为二者提前兑

付，要以低于国债票面利率来计算收益，而记账式国债可通过证

券交易所二级流通市场进行买卖。 

表 1 记账式、凭证式、储蓄国债（电子式）“三性”比较 

表 2 记账式、凭证式、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兑付比较 

     种类 

项目 
记账式国债 凭证式国债 

储蓄国债 

（电子式） 

发行对象 

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个人

投资者也可以购买 

仅限境内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不允许购买

或持有 

仅限境内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不允许购

买或持有 

购买方式 

开立证券账户或国债专用

账户，在发行期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认

用现金直接去承销机构

（银行销售网点）购买 

在承销银行开立个人

国债托管账户，在发行

期内购买 

      种类 

特性 
记账式国债 凭证式国债 

储蓄国债 

（电子式） 

收益性 

票面利率略高于相同期

限的凭证式国债和储蓄

国债（电子式）；通过低

买高卖获取额外收益 

一般会略高于同期定期储蓄

存款利率。如提前兑付，根据

持有期限按不同期次国债的

不同规定以低于国债票面利

率的利率来计算收益 

一般会略高于同

期定期储蓄存款

利率。如提前兑

付，条件同凭证式

国债 

风险性 

价格（本金和利息）随

市场利率的变动而变动 

价格（本金和利息）不随市场

利率的变动而变动 

价格（本金和利

息）不随市场利率

的变动而变动 

流动性 

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买卖 

只能去原购买网点办理提前

兑现，支付 2‰手续费 

只能去原购买网

点办理提前兑现，

支付 1‰手续费 



购；或到记账式国债承销

商处直接购买 

流通转让 
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上市流通转让 

不可以流通转让 不可以流通转让 

付息方式 
分期付息的记账式付息国

债每半年或一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可按年付息，可利随本

清 

提前支取 
可上市转让 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原

办理网点提前兑取 

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

原办理网点提前兑取 

兑付方式 

通过各证券公司的清算备

付金账户及时划入各投资

者的资金账户 

到期后投资者前往承销

机构原办理网点办理兑

付事宜 

到期后承办银行自动

将投资者应收本息转

入与个人国债托管账

户对应的资金账户 

4、黄金 

目前，我国黄金零售市场已经放开，个人可以在黄金零售市

场上购买实物黄金和黄金制品。此外，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黄金

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商业银行进行黄金投资。 

（一）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交易 

上海黄金交易所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组建

的、统一组织国内黄金实物交易的专业化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

所现有黄金现货业务和延期业务两大类。 

黄金现货业务是指以支付全额资金的形式在交易所集中进

行实物黄金买卖的一种交易方式。目前，现货交易共有四个品种，

分别为：Au99.95、Au99.99、Au50g、Au100g。黄金延期业务主

要有 Au(T+D)、AU(T+N1)和 AU(T+N2)，是指以支付保证金的

形式在交易所集中买卖延期交收合约的交易活动，延期业务可以

双向交易，客户可以选择合约成交日当天交割或对冲平仓，也可

以在之后任一交易日交割或对冲平仓。参与黄金现货业务或者延

期业务客户均可以按规定提取黄金实物。 



（二）黄金期货交易 

黄金期货具有固定的交割期限，实行“T+0”交易方式，绝

大部分交易在交割期前进行对冲平仓，实物交割极少。黄金期货

实行保证金交易，具有杠杆效应，收益和亏损同倍放大。 

（三）商业银行黄金交易 

商业银行黄金交易包括黄金积存、黄金定投等。 

黄金积存/定投计划是指客户在银行开立实物黄金账户，在

计划期间，定期按照约定克数或约定金额购入黄金，客户对账户

内的黄金可以选择提取实物或申请商业银行赎回，当积存/定投

计划期满时，客户必须提走全部实物或折合成货币。 

三、 理财风险防范 

1、理财误区 

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在理财过程中谁也不可能完

全避免误区的产生。但我们可以通过转变观念，提高理财认识，

避免走入误区，用良好的心态去管理财富、享受财富。 

2、理财风险 

（1）从两个角度去考察风险承受力 

一是风险承受能力。个人或家庭可以承受风险的能力，与年

龄、性别、家庭状况等有关。例如，已婚人士以及有孩子的家庭，

风险承受能力会比单身人士低；二是对待风险的态度。对待风险

的态度可以分为冒险型、稳健型、保守型。不同类型的人进行投

资时选择的投资组合会有很大的差异。如保守型人士会把所有钱



存入银行，而冒险型人士大部分会选择投资股票。 

（2）家庭理财的“六条原则” 

第一、做金钱的主人。树立钱是为人服务的观念，积累财富

的目的是为了让家庭实现财富自由。 

第二、养成节约的习惯。不管家庭财力的情况，节约是一种

财富美德。 

第三、学会对大宗财富支出进行规划。对家庭的大额消费进

行合理计划，可以优化家庭支出的结构。 

第四、学会投资，让钱生钱。财富是有时间价值的，如果我

们不会进行有效地金融投资，现金资产就会被通货膨胀所侵蚀，

所以家庭生活需要理财，要学会让家庭财富保值增值。 

第五、善于控制投资风险，避免重大的家庭财产损失。“股

神”沃伦·巴菲特有一句理财箴言：投资理财有两个法则，一是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保住本金是最重要的；二是谨记第一条。 

    第六、要有风险责任意识。投资必定有风险，特别是股票、

期货等投资工具，高收益必定有高风险，投资者要有风险自担的

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善于积累分析投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