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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杜先生家在外地，在
郑州一家公司上班，工作也是
刚稳定下来。他说自己每个
月的工资在4500元，除去房
租、交通、伙食等开销，一个月
下来几乎手里没有余钱了，想
找个理财专家给他指导一下。

这种情况是有办法的。
理财师汤淼给出建议：第

一，因为杜先生刚参加工作，
一定要学习成长，投资自己的
视野和思维。每个月拿出300
元用于买书充电，参加一些聚
会，增加更多的赚钱信息；第
二，要懂得珍惜自己的健康，
给自己买一些消费型的重疾
险、意外险等，缴费20年的话，
保额10万的话，一年预计费用
在3000多元，分摊到每个月
也就几百块钱。而一些意外
险，一年也就几百块钱。这

样，把未来的疾病、意外转嫁
给保险公司，也是一种省钱的
投资；第三，杜先生可以每月
留存1000元直接购买宝宝类
型基金，自动扣款，自己在支
付宝和微信直接设置就好。
也可以在银行零存整取，每个
月银行自动扣款，这样的好处
也是没有办法随时花。还可
以做一个基金定投。不过，方
法可以选一两样来配置，这样
长期下来钱也就能留存下来
了。

初入职场，你的工资除去
日常开销，还能剩多少钱？

其实，每个人刚刚参加工
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存款
的。但是想要以后不做“月光
族”，就要早早规划自己的理财
方案。理财师汤淼给大家支

招，不妨试试这几种方式吧：
学会控制日常开支，开源

节流。
好多人认为，理财就是为

了赚很多钱，其实并不是。理
财是要对自己的财富进行管
理，让未来的生活得到可靠的
保障。职场新人应将理财的
重心倾向于节流方面，最初最
好学会记账，了解自己账务的
明细，才能有针对性地规划日
常开支的控制。养成好习惯
来抑制自己冲动消费，还要学
会储蓄，学会做支出预算，减
少不必要的支出。

学会强制定期储蓄，选择
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

对于职场新人来说，每个
月的收入不会很多，剩余就更
少了。所以先要对自己的财
务状况有个大概了解，结合自
己的支出预算建立一个储蓄
标准。可以先从10%的标准
开始，以后按月或者季度慢慢

提高。另外，对于新人来说，
想买到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
不容易，可以先关注一些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可以选择基金定投。基金
定投的时间点相差不大，所以
通过每月工资进行定投，既能
做到存钱省钱的目的又能最后
实现财富增值，一举两得。

可以选择公募理财产
品。近段时间，多家银行调整
理财产品购买门槛，将单只公
募理财和产品销售起点由原
来的5万元降至1万元，收益
远比宝宝们高一些，这对于积
蓄少、保守的年轻“月光族”来
说是个大好事。

投资自己学习才会有长
期好的回报。如果能节省的
话，最好节省一部分费用去提
升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职
业筹码。学历重要就去提升
学历，证书重要就去考个证
书。花钱和时间在提升自身

素养上是一定值得的。

【欢迎来问】

您在生活中有哪些理财
问 题 ？ 您 又 有 哪 些 理 财 心
得？欢迎与我们互动。

“大河金秋理财节”系列报道

职场新人怎样打造自己的“钱脉”
“我刚刚参加工作，感觉每月都存不住钱。不知道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财务。”近日，有职场新人咨询“大河金秋理财节”栏目组。
理财专家称，对于职场新人来说，主要还是自己控制财务的能力太差，早日学会理财就会有财富的累积，打造好自己的“钱脉”才能让自

己的生活更有品质。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席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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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杯巩义国际马拉松赛成功举行

10月21日，韵动中国·中国银行杯2018年巩义国际
马拉松赛在美丽的长寿山下开幕。本次比赛由郑州市体
育局、巩义市政府主办，中国银行独家冠名，近万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中行成立金
融服务工作小组，组织志愿者在现场进行金融服务。F

(记者 席韶阳)

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公布9月闪赔大数据

近日，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公布闪赔大数据，今年9
月，平安人寿河南分公司办理理赔案件28680件，赔付总
金额超过1.3亿元，其中6088件理赔通过闪赔办理结案,
闪赔赔付金额达1655万余元，平均结案时效6.39分钟，
件均赔付2720元。最快闪赔115秒结案，闪赔单次赔付
最高26826元。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薛光明)

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与新乡签署合作协议

10月19日，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与新乡市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商定将在新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综合金融、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进行深入合作。根据协
议，双方未来将在保险、银行、投融资和资本市场展开更
加广泛深入的合作。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筱)

建行牵手省工商联开发智慧服务平台

10月24日上午，建行河南省分行和河南省工商联签
署工商联智慧服务平台项目建设合作协议。该平台具有
会员管理、集中采购、金融服务、在线办公等多种功能，不
仅能够契合全省工商联信息化建设的要求，而且可以为
入驻企业提供多种服务。F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杜红升 李群峰）

十月收获季，各种时令食
品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荥阳
的河阴石榴、温县的山药、中
牟的大蒜、驻马店的土豆……
这些产地特色鲜明的时令瓜
果蔬菜极受欢迎，但也因为规
模有限、未形成产业链，极易
受天气、自然灾害、市场供应
等因素的影响，而使种植户们
蒙受损失。

农业保险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关键环节，针对这些极
具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近年
来，我省多家保险公司推出特
色农险，针对农作物自然灾害
保险、价格指数保险、病虫害
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类型，
农户的选择日渐丰富。

比如，十月前后备受市民
喜爱的河阴石榴，就有多个公
司推出不同险种，供果农选
择。锦泰保险河南分公司推
出的石榴价格保险，当官方权
威机构采集的石榴离地价格低
于“目标价格”时，锦泰保险的
理赔系统将自动触发理赔、自
动报案，实现24小时赔款到
户。据了解，锦泰保险河南分
公司承保了郑州荥阳市5个乡
镇8个村14038亩石榴，为986
户石榴种植农户提供约 1.99
亿元的市场价格风险保障。

而中华联合河南分公司
推出的石榴保险，则主要针对
自然灾害。近年的冰雹、雷电
天气曾让荥阳的石榴果农饱
受损失，石榴保险则帮助农户
将这些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目前，中华联合针对荥
阳河阴石榴的保险理赔工作
已经接近尾声，大部分果农的
赔付款已经到位。”中华联合
河南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韦
燕燕告诉记者，除了荥阳的河
阴石榴，郑州的樱桃和桃子、
三门峡的香菇、驻马店的土
豆、温县的山药等，都有针对
性的农险产品推出。

“传统农险往往是先有产
品，拿着产品找客户，比如针
对小麦、玉米、生猪等农产品
的保险；而特色农险则是先有
客户，保险公司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定制保险产品。”提及特
色农险，锦泰保险河南分公司
农险部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与
传统农险相比，特色农险更具

“私人订制”的意味。
以锦泰产险针对中牟杏

鲍菇种植大户推出的杏鲍菇
收入保险为例，今年9月，在郑
东新区农办的帮助协调下，锦
泰保险河南公司承保了河南

邦友农业生态循环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邦友农业）生产的
杏鲍菇收入保险，共计2400万
袋杏鲍菇有了风险保障，保障
金额7680万元。曾荣获河南
省“十佳科技创新和绿色生态
产业基地”称号的邦友农业，是
菌菇种植领域龙头企业，其产
量最大的就是杏鲍菇。

根据其产品特色，锦泰产
险为其量身定制的杏鲍菇收
入保险，综合了杏鲍菇的产量
和市场价格波动的双重风险
因素，对邦友农业的杏鲍菇收
入提供保险保障。当官方机
构采集的杏鲍菇离地价低于
承保价时，系统将自动判定保
险案件发生，通过报立案、查
勘、核损、理算、核赔等全自动
环节，将会在24小时以内把赔
款划转到邦友企业银行账户。

“农户的收入水平，取决
于两个因素，产量和市场价
格。而收入保险相当于为农
户提供了一个保底的保障，一
旦触发风险，不至于血本无
归。”锦泰产险农险处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按照

“一地一品”的思路，为特色农
业量身定制的特色农险产品，
很受农户的欢迎。

据悉，目前中华联合、太
平洋产险、平安产险、中原农
险、国元农险等保险公司都推
出了各自的特色农险产品。

农产品价格、农户收入都能投保了

特色农险为农户提供“私人订制”

咨询：月收入4500元，
留不住，存不了

支招：试试来“强制”
管理自己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席韶阳

A | 为特色农产品
保驾护航

B | 特色农险，特色农产
品的“私人订制”

金融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