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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里购买理财产品为何
血本无归钥 相信这是很多人没有
弄明白的事遥 市民石先生说院野工
作人员介绍说这是银行内部产
品袁我想又是在银行大堂进行袁本
子也是从他们柜台里拿的袁 我就
相信是银行的理财产品了遥 冶野怎
么现在就和银行没关系了呢钥 冶

在银行里买的理财产品袁却
和银行没有关系钥 这怎么看好像
都解释不通遥 而这和银行理财经
理是有很大利害关系的遥近年来袁
一线城市不少银行理财经理利用
银行渠道做私单已不是个别现
象遥

这就对理财投资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袁 那么如何甄别银行里
良莠不齐的理财产品钥 银行里五
花八门的理财产品袁层出不穷袁理
财投资者怎样区分是不是理财经
理在为自己揽私活钥对此袁知名财
富管理机构嘉丰瑞德理财师教大
家几个甄选小技巧院

方法一院 登录银行官网查阅
理财产品清单袁就会一目了然遥

方法二院购买理财产品前袁不
仅要了解清楚产品的风险等级袁
还要清楚可能导致的最大投资损
失遥

通常袁产品收益越高袁风险越
大遥理财投资过程中袁理财者不能
片面追求高收益袁 忽视潜在的风
险遥理财风险无法规避袁但我们可
以规避或降低遥

方法三院签订理财合同时袁投
资者还要查看公章遥

不管理财经理如何花言巧
语袁能说善辩袁理财投资者都要以
合同上的公章为据遥 嘉丰瑞德理
财师表示袁 公章代表了以公司名
义进行的交易袁 即使日后有任何
不妥袁理财投资者都有证可查袁有
理可依遥

方法四院在产品购买过程中袁
投资者要配合并支持银行进行录
像袁录像是对投资者的保护遥鉴于
银行对理财经理的行业约束袁录
像可以避免理财经理对投资者进
行诱导性购买袁 这是对理财投资
者权益的保护遥

方法五院货比三家遥
不仅是各个银行间进行对

比袁 还需要与理财机构的产品进
行比较袁优中选优袁像稳利精选投
资计划等稳健型产品袁从稳健型尧
收益方面都比银行产品好袁 所以
不可单恋银行理财产品遥

方法六院学习理财知识遥
即使全部掌握这些技巧袁建

议投资者还要不断深入学习投资
理财知识遥同时袁了解银行的法律
责任也是可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的遥

常言道袁富贵险中求遥真正能
在险中求得富贵的人都是懂得如
何把握风险的能者遥 很多投资者
不愿意将存款放在银行吃利息袁
转为购买理财产品袁理财有风险袁
投资需谨慎袁 所以风险是必然存
在的袁 关键是我们要学会通过降
低投资风险袁 实现财富的保值增
值遥 杨林

在新科技不断迸发的当代袁世界变化日新月异遥 别说三年五年袁
就连明年会出现哪些颠覆性的新变化袁我们都无法预测遥 根据科技
与经济的指引袁我们总结出未来十年最具潜力的职业袁供大家参考遥

第一袁新型的全球化快消品采购遥 过去买手主要集中在服装尧鞋
帽等百货行业袁未来会扩展到全部快消品袁买手型百货中心或专门
店将会大量出现遥 我们的消费升级终于到了不仅仅需要好看的衣
服袁而且需要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好看的阶段了遥这种庞大的需求袁最
终将创造出惊人的市场价值遥 未来有商科背景的比有设计背景的更
适合这个专业遥

第二袁专精于医生的猎头服务遥 中国整体市场薪酬从 2008年后
基本是按照每年 10%以上的速度增长袁 被落下的行业屈指可数袁医
生是其中之一遥 就目前医改趋势看袁医生收入的暴涨是未来 10年必
然会发生的事情遥 未来的高端私立医疗机构袁会贵到中产无力承受袁
而公立医院各方面服务标准会大幅压缩滑坡遥 两者的收入差异足够
吸引高水平医生大规模的流动袁而猎头中介们袁也将通过这种流动
赚取大量利润遥

第三袁消费者行为预测遥 这个概念已经提了十几年袁但硬件真正
准备好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遥 未来 10年内袁野消费者预测冶将成为
继 ERP尧CRM尧SCM之后袁最流行的企业软件遥 企业不仅能精确掌
握购买行为袁而且将最终掌握消费者庞大的历史数据遥 通过这些数
据袁国家可以锁定危险分子袁而企业可以把你的习性彻底解析摸清袁
甚至比你自己还懂自己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上到算法设计师袁中到解读
数据的策略分析师袁下到收集数据小工袁上传数据的平台和终端袁都
会得到比其他行业更高的劳动报酬遥

第四袁面向各行各业的配音服务遥 随着现在民间视频网站的崛
起袁还有越来越普及的各种应用的语音控制袁许多名人艺人已经开
始出售自己的声音了遥而且各类视频对声优的需求开始变得越来越
大遥 未来的趋势是院只要你有良好的嗓音条件袁声线独特甚至怪异袁
总之只要有特色袁有强烈的表现力袁就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变现遥

第五袁虚拟助理进入中产生活遥在线助手可以在自己家中或是在
外包公司工作袁无论预约饭店尧安排会议尧买机票订酒店还是到网上
寻找资源袁这些人都可以代你去完成遥将来这东西会是中产的私人生
活标配袁因为确实减少了大量无谓的时间浪费袁而且因为这些助理可
以同时处理很多其他客户袁所以他们的服务具有成本合理性遥

第六袁法律行业的数据支持和 AI化遥 对于简单案件和咨询袁计
算机可以接管 90%以上的人类工作遥 这东西是个双刃剑袁一方面可
以大大解放法律从业者的生产力袁让他们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处理
更重要更核心的事务袁但另一方面也大幅降低了从事低端法律工作
的门槛遥 会对整个法律服务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袁现在还很难说遥

第七袁IP交易平台将大量涌现遥优质内容在今天的值钱程度袁已
经很让人瞠目结舌遥 而随着内容需求的大增袁专门收购版权尧影片尧
改编权的投资家也在过去几年赚到了第一桶金遥众所周知高手在民
间袁 光靠一小撮人去挖掘整个民间的内容资源是不可能穷尽的袁各
类 IP交易平台一定会应运而生遥 未来很可能我们偶尔用手机拍到
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袁只要把照片挂到某个平台上出租给需要的图片
授权方袁就能在家里每个月躺着收钱袁每个人的才华也将会成为源
源不断生财的金牛遥

第八袁儿童老人护理的监理服务遥 就像工程需要监理一样袁面对
无法正确表达自身处境的儿童和失智老人袁 也需要有监理来管控袁
反馈整个护理服务的质量遥这种监理的形式袁可以是独立的机构袁也
可以是售卖自己时间的个人袁也可以是硬件厂商和软件开发商遥 不
管怎样袁可以肯定的是袁中国人对子女的关注和对社会的不信任袁将
催生一个有大把的真金白银的新兴市场遥

第九袁各种新鲜的人力资源规划服务遥 现在要吸引住年轻一代
的人才袁必须设计个性化且有独特价值的员工福利袁提供更多的弹
性给员工遥比如腾讯的死亡福利曰京东的无息购房贷款曰星巴克的父
母保险福利等等遥 而资本家是不会为多余的成本买一分钱单的袁这
就需要专业的机构来设计这类福利袁 让这类福利的成本和效益可
控遥 能提供这种服务袁会相当的值钱遥

第十袁新能源政策顾问服务遥 中国作为最大的新能源市场袁发展
新能源产业是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袁 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袁减
少环境污染的必然选择遥 新能源行业又恰好是我国实现弯道超车袁
跨越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条捷径袁整个国家可以说极度重视遥 野跟着
政策走冶总没错袁从这个角度看袁这个行业大有可为遥 尹菲

野戊戌年冶 生肖邮票将于 2018
年 1月 5日正式发行袁 而距离正式
发行日近 10天袁网上就流传起一组
野狗邮票冶的野占座大战冶照片遥

据了解袁 有邮迷早在本月中
旬起就在邮局外整整齐齐地摆上
了各类物件野排队冶遥 而野戊戌年冶
邮票将是已发行的第四轮生肖邮
票中发行量最少的一枚袁 收藏价
值有望野回暖冶遥

占座也要防雨尧防野插队冶

网上这组野占座大战耶图发生
在位于淞虹路上的北新泾邮政支
局遥 笔者在现场看到袁邮局门外的
一侧通道上整整齐齐排着一爷溜冶
排队占座的野工具冶 要要要砖头尧轮
胎尧纸板箱尧菜篮子尧小板凳尧旅行
袋尧空油瓶袁乃至老旧的吸尘器袁
着实是五花八门袁无奇不有遥 细细
看来袁 每个小物件上还用玻璃胶
贴上了野号码牌冶袁排在最末的已
经是第 52位袁有几块板砖外还被
套上了保鲜袋袁 雨天也完全没有
淋雨受潮遥 附近居民表示袁这样的
场景年年都会发生袁 把这些物品
野串成一串冶的做法也是有邮迷为
了防止物件遗失袁或是被野插队冶遥

北新泾邮政支局的相关负责
人告诉笔者袁 由于生肖邮票发行

数量有限袁 所以每年都会有邮迷
提前多日排队遥 事实上袁生肖邮票
可以在网上营业厅预约购得袁不
过采用现场排队购买的多为上了
年纪的老邮迷袁 对网上操作流程
不太熟悉袁 故而大多还是会采取
最传统的方式袁野感觉放心袁 也热
闹袁 每年生肖邮票发行日都是老
邮迷的聚会日冶遥

狗年票收藏价值或回暖

第四轮生肖狗邮票的设计者
是享有野国家形象设计师冶美誉袁
同时也是第一轮生肖狗票的设计
者周令钊老先生袁据悉袁此次野戊
戌年冶 生肖邮票延续了第四轮生
肖票整体野合家欢冶的气氛袁第一
图名曰野犬守平安冶袁第二图名为
野家和业兴冶遥

不过袁去年野丁酉年冶生肖鸡
票由于发行量过大袁销售时间长袁
导致市场价格高开低走袁 让不少
邮迷尧 收藏者担心今年的狗邮票
是否会重蹈覆辙遥 笔者了解到袁此
次野戊戌年冶套票采取了野急刹车冶
策略袁发行量比丙申年猴票少 600
多万套袁 比即将公布的的丁酉年
鸡票减少 2000 多万套袁 减幅达
20%以上袁紧俏程度尧收藏价值均
有望野回暖冶遥 刘军

狗年生肖邮票将发行
邮迷排队占座

甄别银行里的理财产品
教你 6个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