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11”怎样理财
才能避免亏损——

双十一如果投资理财不当，
亏损过多会过得犹如寒冬一
样。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财，才能
避免亏损呢？

●理财误区一：情有独钟
作为投资者，投资多元化才

是分散投资风险，获取较高投资
收益的重要理财策略。但是在实
际的理财中，就有一些人喜欢这
样“情有独钟”的损招。对某一理
财产品钟情不仅伤了自己，也伤
了钱，就比如股市，波谲云诡，跌
宕起伏，很多人都亲历了股市暴
跌的痛苦。而选择一些其他的理
财方式，像银行、国债、期货、互联
网等理财产品，可以最大化地降
低损失。

●理财误区二：宁缺毋滥
金融市场的繁荣也催生了

少许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尤其是
刚推出的一些理财产品为了吸引
客户，往往设置较高的投资收益，
所以一些投资理财者宁愿空缺，
闲置资金，也不愿降低自己的投
资收益标准或者理财标准，没有
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收益，坚决
不出手，殊不知这种“宁缺毋滥”
的误区只会让自己的家庭财富不
断缩水。

●理财误区三：始乱终弃
当前的一些投资者盲目跟

风，始乱终弃，最终是本金没有保
住还赔钱。如果一款理财产品不
错，就可以继续持有或者追加跟
进，而不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建
议投资者在配置理财产品时，可
以选择一个中短期的理财产品尝
试。如果投资收益不错，投资风
险可控，就可以转为长期配置，而
不是频繁地换来换去，“折腾”自
己的资金。

●理财误区四：朝秦暮楚
现在的理财产品种类多，一

些投资者也因此患上了“投资选
择综合征”，一会选取固定收益类
理财产品，一会又想投资股票，投
资决策摇摆不定，这些都属于“朝
秦暮楚”投资误区，投资者应该根
据自身家庭财富的构成情况选定
一个大的投资方向，循序渐进推
进自己的理财大计，而不是在理
财上做反复无常的操作，最终还
扰乱了自己的投资理财计划。

●理财误区五：一见钟情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

展，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充斥在
市场上，一些新型的金融创新产
品以及组合类理财产品日渐成为
新宠，这种情况对经济条件优越
的投资者而言，诱惑力越来越大，
再加上理财公司的营销与推广，
许多投资者仅凭一面之缘就草率
敲定某一理财产品，但是理财不
是谈恋爱，理财产品市场上“一见
钟情”往往会造成赔了夫人又折
兵这一悲剧的发生，作为投资者
不要与理财产品“一见钟情”，要
控制自己冲动的情绪，因为投入
进去的可是咱的血汗钱。

双十一马上就要来了，以上
就是投资理财五大误区，如果你
中招了，可要赶紧改正，别让双
十一过得像寒冬一样冷。

链接

理财 B092015年11月6日
责编关菁菁 美编郑卉 邮箱 dahebaojrzx@126.com热点

“双11”，会购物也是一种理财
核心提示 | 虽距离“双11”还有四五天的时间，但各路电商都早已摩拳擦掌进入

“读秒”阶段。不管阿里和京东如何撕逼打脸，不少“剁手族”早已把自己的购物车填
满，就等做马云“背后的女人”。

在一年一度购物盛宴来袭之前，理财专家提醒小伙伴们，特价不断攀升，消费要量
入为出。建议对比不同商家的价格之后再出手，非急需商品暂缓购买，购物不可盲目，
杜绝“指尖上的浪费”，避免给自己带来经济负担，会购物也是一种理财。平衡好消费、
投资、杠杆、信用的人，才是双十一的最大赢家。

□记者 徐曼丽 文 记者 白周峰 图

“网购，是个可怕的黑
洞，稀里糊涂，连钱包都被吸
进去了。”一位网友这样评
价，其实这也是每个网购人
的真实写照。

据悉，从2009年开始，
11月11日这个本来单身贵
族的狂欢日变成了网购盛
宴，以淘宝、京东、苏宁易购
为代表的大型电子商务网站
开展大规模的打折促销活
动。让不少“剁手党”在这个
日子里进行着狂购大战。

理财师张建说，别让网
购动了你的理财。

——按需消费，保持理智
双11当天，许多商家必

然会打出年度最低价来吸引
消费者，也是商家用以回收
资金、清理仓库的另一种促
销手段。所以，低价很具有
诱惑力，如果不是自己急需
的商品可以先放放，冷静处
理不盲目消费，控制购买欲
望，就能有效降低生活成本，
这也是理财的一种形式。

——冲动消费，造成浪费

在“双11”，很多商家都
会推出各种“购物满一定金
额送赠品”“买一送一”等活
动刺激你消费。当你认为捡
个大便宜的时候，商家正咧
嘴大笑呢。因为这样的活动
需要你不停地“买买买”才能
凑足那个金额，你就会不知
不觉地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
西，而且这些不必要的商品
价值可能已超出了赠品的价
值，造成浪费。你可以在购
物前列出清单，避免自己冲
动消费。

“双11”购物最让人心动
的莫过于商品价格较低，但
是一些商家可能事先提高商
品的价格，所以你购买的商
品价格不一定低，要小心打
折后的“猫腻”。

——资金转移，高优理财
另外，造成冲动消费的

另一大诱因，就是你余额宝
上存了大量闲置资金，余额
宝虽然有一定的理财作用，
但随存随取的流动性极大
便利了随时的网购支出。

尤其是支付宝开启了“花
呗”“借呗”业务后，非常容
易导致购物花费超标。再
加上现在余额宝的收益率
不停下跌，与昔日的风光无
法比拟，所以，你可以把钱
转移，投资到其他理财之
上。也是避免自己在网上

“随便”支付的习惯。
——看清规格和种类
“双11”购物，消费者由

于忙着抢购而没看清商品的
现象时有发生。对此，很多
人只能自认倒霉。由于一些
生鲜食品不支持“七天无理
由退货”，所以你即使投诉也
会面临难以维权的情况。如
果你“双11”购来的商品到
家了，一定要当着快递人员
的面开箱验货，防止商品有
质量问题，特别是一些生鲜
产品更要打开包装看一下。
万一有问题再打电话联系商
家索赔就会困难，不仅耽误
时间，也让自己的经济损失
不少。

“双11”，别让网购动了你的理财

今年双十一与往年不同
的是，得益于互联网金融的
普及，相较往年金融服务在

“双11”中纯粹充当配角，仅
靠提供支付、结算、信贷、分
期等配套服务而存在。今年
格局则有新变化，互联网金
融已经进化到可以提供包括
记账、管钱、赚钱、借钱、信用
等在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是消费者理财产品的首选。

业内人士洪先生称，今
年越来越多的“剁手族”在为
血拼准备的同时，还开始站
在自己资产管理的角度，考
虑规划自己的投资和现金的
使用，以求让钱花得更值，甚
至有所增值。

如何度过一个省钱、赚
钱的“双11”？

网购“铁粉”马女士已做
好了“双11”血拼准备。她说
自己每年都会在“双 11”购
物，今年要装新房了，购物车
里除了囤的必需的生活用品
外，还放了卫浴、家具、家电
等大件商品。

“大件商品可用免息期
省钱啊。”对此，她提醒其他
网购达人，花呗、京东白条是

“双11”的省钱利器，而刚刚
花呗还专门给女性用户提升
相应的消费额度，从200元
到1万不等，可在“蚂蚁花呗”
页面直接领取。根据花呗的
还款规则，如果“双11”当天

下单，15日确认收货，那么在
12月10日还款就行，如果你
买一个5000元的商品，意味
着这笔钱就有25天的闲置
期可以用来理财。

京东方面上线了京东白
条的专场，一些家电、3C产
品等都支持12期免息。如
果准备花2万元，免息12个
月，可以适当理财。

而网购者白女士认为，
“双 11”还可以通过手机专
享的优惠来省钱。她说，购
物前大家都可以先看一下这
个商品有没有“手机专享”字
样，一般手机专享会比网页
端购买的价格便宜几块钱至
几十块不等，对她来说，这也

过一个省钱、赚钱的“双11”

是省钱的好方法。
对于如何在“双 11”

省钱、赚钱，洪先生说，“双
11”期间，一般也会迎来一
个理财的小高峰。互联网
金融企业利用“双11”的
流量红利来做促销，推出优
惠力度更大、综合收益率更
高的金融产品，吸引消费者
出手购买短期、中期、长期
产品。但是最好自己对金
融产品有足够的了解再确
定投资，一定要在可信赖的
平台上购买，同时，应该从
个人资产管理的角度，综合
评估自己消费和各种投资
的平衡，达到个人资产的最
优配置。

他建议，“双11”期间
花钱要有计划。

最好给自己列一个消
费清单；使用“双11”购物
后还款期最长的产品；还
可以把钱投资到短期理财
产品为自己“赚钱”。另
外，如果你买东西超出了
自己的预算，最好在互联
网金融平台上申请一笔贷
款，别因为“欠债”而影响
了自己的信用。

另外，通过理财来消
费。

一些互联网理财平台
上的理财产品，比如P2P
理财产品年收益为14%，
投资期限30天，5000元本
金约能得到 57.5 元的收
益，足够在“双11”买一只
鼠标或是一个漂亮的丝
巾；比如某理财网推出的
投资返现活动，综合年化
收益率最高可达20.8%。
又比如为广大用户推出的

“双11钱包康复计划”，此
次活动以现金为礼品，投
资者除享受8.8%—12%的
常规收益外，还可享月理
财“满千返十”，季理财“满
千返二十”的返现活动。

据统计，截至今年10
月整个P2P行业的收益即
将突破万亿，行业普遍收
益14%左右，影响力和实
力毋庸置疑。而在“双
11”期间，各个P2P理财促
销百花齐放。近日媒体广
告大面积“P2P理财惠及
双十一”铺天盖地，更有媒
体称此次P2P界统一展开
理财优惠节的活动是行业
统筹规模化的一小步，却
是P2P行业正规化的一大
步，优惠投资标的目不暇
接，有的甚至以光棍节为
噱头，打出送女友、送女神
的旗号，吸引大众眼球。

当然，安全永远是最基
本的保障。投资者要注意
金融产品不同于普通商品，
需要经过专业的风险测评
和对产品有足够了解才能
确定是否适合自己购买。

越到关键节日越要小
心不法违规平台借此机会
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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