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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之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早已
经不言而喻袁但是但凡谈及保险袁人们
往往更多的关注孩子尧老人的保险袁而
忽视了家中顶梁柱的保险遥其实袁如果
看似坚强厚实的顶梁柱袁突发意外袁整
个家庭都难免遭遇灭顶之灾遥

所以袁 孩子老人的保险重要袁但
是比给孩子老人上保险更重要的是
给家中的顶梁柱上保险遥只有顶梁柱
结实了袁房子在风雨面前才能岿然不
动遥

顶梁柱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
色袁 决定了其拥有保险优先配置权遥
通常袁为家庭支柱配置的保险包括意
外险尧重疾险尧寿险遥

有一句话说的好袁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钥所谓不论任何
年龄段袁意外险都是不可或缺的遥 尤
其作为家庭支柱袁更不允许有任何意
外发生遥 一旦发生意外袁将会给家庭

造成重大影响遥
鉴于现在重疾年轻化的趋势袁为

家庭支柱配置重疾险已经迫在眉睫遥
这样就可以保证重疾发生时不至于
给家庭带来太大的经济压力遥

而大家对重疾险和意外险的关
注程度明显要高于寿险遥但是这并不
能否定寿险对于家庭支柱的重要性遥
因为对家庭支柱来说袁寿险是作为一
种标配而存在遥
为什么要给家庭支柱配置寿险钥
寿险袁在约定保险期间以被保人

是否生存为给付条件的保险产品遥是
对家庭负债的一种理性风险转移遥

这类产品通常保费便宜袁但是作
为一种消费型保险袁保费是不予返还
的袁所以缴费期应该尽量延长遥 而终
身寿险将保险期间延展为终身袁被保
险人身故后袁保险金会付给保险金受
益人袁也就是被保险人的家人遥 用这

种方式来传承家庭财富无疑是一种
不错的选择遥因为领取的保险金在法
律上既不用偿还债务尧也不用交纳以
后会有的遗产税等财产税遥

寿险与其他险种相比袁最大的区
别在于寿险的受益人是家人遥

购买定期寿险可以最大化的发
挥其在补偿家庭野负债冶方面的作用遥
所以在保额方面就要充分考虑到家
庭的各种负债袁包括房贷尧车贷以及
家庭各种综合支出等遥

而且袁相对于其他险种满满都是
野套路冶袁寿险明显更加耿直袁责任清
晰袁保障明确袁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只
需要考虑价格尧是否有职业限制条款
以及免责条款就好遥

如果说升职涨薪对于个人来说是
锦上添花袁 那么给家庭顶梁柱上保险
就无异于未雨绸缪遥防患于未然袁才能
让家庭的地基更加稳固遥 安平

随着狗年钟声的临近袁大家将陆
续迎来年终奖尧年底双薪等丰厚的收
入遥 在这一幸福时刻袁你是不是已经
在计划如何好好地利用这笔奖金钥每
个人的生活需求与风险偏好存在差
异袁年终奖金额也有不同袁究竟该如
何打理呢钥

年终奖 5万元以下
预留开支袁聚沙成塔

初涉职场的年轻人袁年终奖多数
处于 5万元以下这个区间袁这一群体
人员袁 更看重各类投资产品的起购
点袁因此门槛较低的货币基金尧基金
定投是不错的选择遥

年轻人消费的欲望相对强烈袁不
少人在领到年终奖后很可能没有任
何规划袁想着野先花了再说冶遥 广发银
行财富管理顾问建议袁在领到年终奖
后袁 大家先预留一部分必要性开支
(比如偿还房贷月供尧信用卡还款尧过
节开支等)袁其余的资金再进行规划遥
哪怕是 1万元的年终奖袁也可拿出一
部分比例通过互联网直销平台袁比如

广发直销银行进行基金定投或者购
买货币基金袁既兼顾了收益和资金灵
活度袁 还可以培养基本的理财意识袁
为将来财富的积累打下良好基础遥

年终奖 5-10万元
银行理财袁更为划算

年终奖在 5到 10万元这个区间
的人群往往是有一定工作资历的职
员袁或是中层管理者袁年龄大多为 30
岁以上袁 不仅有偿还房贷的压力袁还
需要应对野上有老袁下有小冶的局面袁
所以在打理资产时需要兼顾安全性
与收益性遥

高光朗建议把一半的资金投资
于银行理财产品袁由于岁末年初市场
资金面普遍偏紧袁银行的理财产品收
益率会相对其他时间段高一点袁对于
年终奖理财来说比较划算遥例如某股
份商业银行最新推出的 野薪满益足冶
春节特别版系列袁预期年化收益率最
高的一款产品可达 5.6%曰又或是某银
行金管家多添利系列袁预期年化收益
率最高的一款产品可达 5.5%遥这些产

品大部分可通过广发手机银行尧网
银尧网点柜台和直销银行 APP购买袁
还有一到两款仅限于广发直销银行
APP购买遥

除了银行理财袁另外一半的资金
则有两个选择袁一是通过银行推出的
智能投顾配置偏股型基金袁提高投资
组合的收益率水平曰二是增加保险配
置袁使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更加放心遥

年终奖 10万元以上
多重配置提高收益

年终奖超过 10 万元的人群袁多
半在公司属于管理层袁也是高净值人
士遥 一般而言袁这部分人群对收益的
要求也更高遥

理财专家高光朗认为袁高净值人
群合理地资产配置袁非常有必要遥 他
建议袁第一袁可以考虑配置阳光私募
类产品袁这类基金通常是以追求绝对
收益为目标袁在震荡市场往往会有较
好的表现曰第二袁拿出一定的比例配
置保险袁特别是年金类保险袁可以给
家人未来的生活增加一份确定的资
金曰第三袁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人袁则
可考虑配置一些另类资产袁比如说大
宗商品袁博取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高
收益遥

总而言之袁在距离春节还没剩几
天的日子里袁投资者需要赶紧把年终
奖或闲钱存到明好投资等平台上袁才
来得及在春节的时候产生利息遥这样
一来袁你不仅可以在春节期间坐享可
观收益袁 还能够随时把钱提现出来
野花花花冶袁简直就是一举多得的春节
理财好方法遥

最后袁 广发银行投资顾问团队特
别强调袁在选择投资产品时袁通常通过
三个维度来考量袁即安全性尧流动性和
收益性遥这三个特性虽难以同时满足袁
但可以有所侧重袁 一般短期理财偏重
流动性与安全性袁 中长期理财更偏重
收益性遥而在实际操作中袁往往是通过
多种投资产品搭配袁 选择一个最能满
足自身需求的资产配置组合遥 越名

年终奖该如何科学处理
理财专家提出了三套方案

家庭“顶梁柱”的保险该怎么买？

野昨天带孩子去理
发袁已经涨到 30元了遥冶
2月 11日袁家住长沙市
湘江世纪城附近的王女
士告诉笔者袁 家门口平
时理个男士短发只需
20元的理发店袁因为临
近春节袁 价格出现大幅
上涨遥 笔者调查走访发
现袁 除理发外袁 如洗车
费尧 外卖配送费等生活
服务价格也已开始出现
大幅上涨袁 而大部分快
递停止揽件后袁 也导致
了仍正常收派件的快递
出现爆仓尧 派送延迟等
现象遥

尽管离过年还有两
天的时间袁 但是很多市
民外出购物或消费的时
候会发现袁 市场上诸如
理发尧洗车尧家政等服务
行业的价格袁 已经纷纷
上调袁正式进入了野春节
模式冶遥 客观而言袁春节
前后市场上商品或服务
价格的变动袁 属于一种
正常的市场现象袁 无可
厚非遥 毕竟因为天气的
影响尧 很多劳动者回家
过年带来的人力成本的
提高等等袁 最终都会反
映在终端消费市场的商
品或服务价格上袁 也就
有了我们平常所说的
野春节价格冶遥

而站在消费者的角
度来看袁 只要 野春节价
格冶上涨得不是太过分袁
也大可宽容待之袁 毕竟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袁
市场就会回归正常袁野春
节价格冶 也会随之退出
市场遥 如果有消费者不
愿意承担春节期间商品
或服务价格上涨给自己
带来的 野额外负担冶袁也
完全可以通过提前购买
储存某些商品袁 或者是
提前进行某些消费袁来
规避野春节价格冶遥 与此同时袁消费者还可
以通过自己动手袁亲力亲为袁来减轻野春
节价格冶的影响袁比如嫌洗车费太贵袁不
妨自己来洗车曰 嫌请家政人员进行家庭
保洁太贵袁不妨自己打扫卫生遥

而站在商家企业的角度来看袁野春节
价格冶有合理性袁但并不代表就可以恣意
妄为尧任性涨价遥 一方面袁按照国家的相
关规定袁在市场进入野春节模式冶袁商品或
服务执行野春节价格冶的同时袁商家企业
必须履行明码标价的责任和义务袁 对价
格的调整做好提前公示袁 以让消费者自
行选择袁避免消费纠纷的发生遥

另一方面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袁商家
企业也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袁 如果春节期
间价格涨得太离谱袁太过分袁给消费者留
下趁野节冶打劫的负面印象袁势必会造成
一些老客户的流失遥 反过来说袁如果商家
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袁 坚持春节期
间不涨价袁合理涨价袁则势必会得到消费
者的认同袁发掘和培育一批野回头客冶袁这
对于未来的经营显然是十分有利的遥

对于春节前后这段特殊时期袁 应该
允许部分商品或服务市场价格的上涨袁
但商家企业需要做好明码标价的工作袁
同时为了长远利益袁 涨价的幅度也不宜
太大袁考验消费者的心理承受底线袁这无
疑是得不偿失的遥 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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