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3日袁 重庆邮政召开
新闻通报会袁 中国邮政定于
2018年 1月 5日发行叶戊戌年曳
(狗年)特种邮票 1套 2枚袁面值
2.40元遥

为配合该套邮票发行袁1
月 5日当天袁 重庆邮政将在全
市各区县同步举办邮票首发式
活动袁 有关负责人透露袁2018
年新邮发行量将比 2017 年减
少 27%遥

从重庆藏市获悉袁目前叶狗
年曳 邮票大版期货价已经涨到
了 220元袁较 38.4 元的面值高
出 473%遥

99岁艺术家设计狗票

叶戊戌年曳特种邮票为中国
邮政自 2016 年以来第四轮生
肖邮票第三套袁 延续了第四轮
生肖票野合家欢冶的设计理念袁
展示了中华田园犬的形象遥

第一图为 野犬守平安冶(面
值 1.20元)袁画面中的公犬昂首

挺胸袁目光炯炯注视前方袁好像
随时能离地飞奔尧抵御外敌尧守
护家宅遥 第二图为野家和业兴冶
(面值 1.20元)袁 棕色母犬深情
凝视幼崽袁黑色小狗昂头挺立袁
活泼可爱袁 母子相依袁 舐犊情
深遥两图相连袁预示着家的平安
和睦与国的兴旺富强遥

该套邮票特邀艺术家周令
钊担纲设计袁 周令钊曾参加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尧 政协会徽
等设计袁担任第二尧三尧四套人
民币票面整体美术设计袁 第一
轮生肖邮票 1982 年狗票就是
周令钊设计的袁如今 99岁高龄
的周令钊老先生再次设计狗
票袁创世界邮票设计史上纪录遥

新邮将较去年减量 27%

通报会上袁 重庆邮政有关
负责人表示袁2018年新邮发行
量将比 2017 年减少 27%遥 其
中袁1 月 5日发行的 2018 年狗
票套票发行量袁比 2016年猴票

套票减少 600多万套袁 比即将
公布的 2017 年鸡票套票减少
2000多万套遥

2016 年猴票套票发行量
为 7499.66 万套 袁 这意味着
2018 年狗票套票发行量只有
6899.66万套遥

为配合该套邮票发行 袁
2018年 1 月 5日当天袁重庆市
各区县同步举办 野第二届文化
惠民消费季要要要叶戊戌年曳生肖
邮票首发式冶活动袁主会场设在
沙坪坝区三峡广场遥 叶大三峡曳
长卷画作作者李光灿亲临现场
签售遥 现场还有幸运大转盘抽
奖尧野幸运本命年冶好礼相赠尧邮
资机戳打印尧DIY明信片打印尧
生肖精品邮展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袁让市民感受年味遥

目前 叶狗年曳 邮票大版张
(含 16 套) 期货价已经涨到了
220元袁 较 38.4元的面值高出
473%袁而小版张(含 4 套)期货
价为 50元袁 较 14.4 元的面值
高出 247%遥 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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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理财小白尧 初入职场
的新人来说袁 刚开始接触理财
时袁总少不了储蓄这一环节遥但
储蓄听上去简单袁 不就是存个
钱嘛袁 但做起来也有可能进入
一些误区遥

音存钱凭心情时多时少
很多人都有存钱意识袁但

没有具体目标袁 所以存钱时完
全凭心情袁先消费后存钱遥如果
当月有 500 元结余袁 就存 500
元袁 可如果只有 50元的结余袁
那就只能存 50元了袁这样的存
钱方式并不利于财富的增长遥

如果连续几个月都是 野月
光冶袁那就没有一点钱可以存下
来袁 更不可能实现原始资金的
积累了遥

国内知名财富管理机构嘉
丰瑞德的资深理财师建议大家
强制储蓄袁 根据个人实际情况
定一个月存款金额袁 比如规定
自己每月必须存 500元袁 那可
用于消费的钱就是这 500之外
的钱袁 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储蓄
的目的遥

音不知道灵活利用储蓄方
式

银行的存款方式有很多袁

但存钱时袁 不少人都只知道其
中的一种方式遥 最常见的就是
每月结余存银行活期袁 或是将
一笔大钱存定期遥 但这样存钱
并不能得到更高的利息袁 建议
大家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方式进
行存钱遥

比如每月强制储蓄的那部
分钱可选择零存整取的方式袁
而大钱则可选择金字塔式存
款尧组合式存款等方式袁不仅能
获得更高的利息袁 也能充分利
用上每一分钱遥

音逾期不取或提前支取
存银行定期时袁 很多人会

忘记到期时间袁 往往逾期了还
没将钱取出来遥 嘉丰瑞德的理
财师指出袁按叶储蓄管理条例曳
规定袁 定期储蓄存款到期不支
取袁 逾期部分全部按当日挂牌
公告的活期储蓄利率计算利
息遥

也就是说袁 如果不注意定
期储蓄存单的到期日袁 很容易
损失利息遥同样地袁还有一种情
况也会损失利息袁 那就是提前
支取遥

如果碰到紧急情况急需
用钱袁 有些人就会将存入银
行定期的钱取一部分出来 袁
那这部分钱最终只能按活期

利率来计算袁 从而造成利息
损失遥

音对储蓄有着强烈的执念
由于银行一直给人安全尧

靠谱的感觉袁 所以有些人对储
蓄有着强烈的执念袁 认为储蓄
才是最好的理财方式遥

但在通货膨胀时代下袁储
蓄并不能完全实现财富的保值
增值遥 当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
程度时袁 必要的投资还是需要
的遥 如果担心高风险投资可能
造成巨额损失袁 也可配置稳健
的固定收益类产品等袁 实现财
富的稳步增长遥

总之袁理财是一门学问袁储
蓄也要讲究方式方法遥 要想让
自己的钱越存越多袁 那就绕开
上面这些误区遥

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
你的财富状况是否良好

财富状况是否良好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
生活质量袁那如何才能判断自己的财富状况呢钥 国内知名
财富管理机构嘉丰瑞德的资深理财师给出了几条参考标
准院

1尧收支情况如何
收入是很多人生活的主要来源袁也是实现财富积累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在判断自己的财富情况是否良好时袁首先
要看的就是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情况遥

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时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袁那
财富状况肯定不会好遥不仅经常要为没钱花而感到焦虑烦
躁袁整体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会下降袁更不要说财富积累了遥
只有尽可能一直保持着野收入>支出冶的状态袁财富状况才
会变得越来越好遥

2尧负债是否适量
适量的负债可以实现资金周转袁不仅可以解决燃眉之

急袁还有可能野生冶出更多的钱来遥 但如果负债量过多袁个人
或家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势必更大袁同时也不利于财富的
健康发展遥只有学会控制负债量袁才能让家庭状况更良好遥

另外袁负债还分良性负债与不良负债遥 如果背负的是
不良负债还是要尽快将钱还清袁不要让它影响到自己的生
活质量遥

3尧投资损益情况
很多人都会做些投资袁比如炒股尧买基金等袁但投资总

归有盈有亏遥 如果投入资金过多袁亏损也较多的话袁自然会
对自己的财富状况产生影响遥

建议大家一定要用闲置资金进行投资袁且要学会分散
投资袁如炒股的同时袁再配置些稳健的固定收益类产品袁如
稳利精选组合投资计划尧诺亚方舟 NPA投资计划等袁降低
风险袁并实现财富的稳定增长遥

4尧有无应急资金
谁都无法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袁每个人尧每个家庭随

时都可能遇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大额支出遥 此时袁如果没有
足够的应急资金袁就只能靠负债来解决问题了袁平添压力遥

嘉丰瑞德的理财师建议大家至少预留 3-6个月的支
出费用作为应急资金袁必要的时候袁可以随家庭月支出的
变化及时作出调整遥但需要强调的是袁一定要留足袁如果没
有或者比例不合理同样会对家庭财富状况产生影响遥

5尧是否有保障措施
应急资金可以作为保障措施之一袁但还远远不够遥 如

果所碰到的事情需要花费几十万甚至更多的时候袁应急资
金可能根本无法解决遥

大家可以在社保的基础上袁 再适当配置些商业保险袁
如重疾险尧意外险等遥万一碰到大事袁不至于让自己承担过
大的经济压力袁也不会过多影响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遥 未
雨绸缪袁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步遥

通过以上这些方面袁大家可以给自己的财富做个野体
检冶袁了解整体的财富状况遥 毛平

狗年邮票 5日减量发行
大版张期货价炒到 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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