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假期过去了袁 不少春节期间
休息的投资平台也要开始重新启动
了遥 而 2018年到底投资什么才好呢钥
不少投资者都开始为了自己的理财目
标开始行动起来了袁 嘉丰瑞德理财小
编总结了一些投资的好选择袁 以供参
考遥

一袁P2P理财
2017年对于 P2P行业来说迎来了

监管政策密集发布最多的一年袁 最高
法明示提供担保的 P2P平台将承担担
保责任曰12月 P2P监管细则征求意见
稿正式发布噎噎随着越来越多的 P2P
平台走上了正式化袁 其安全度有了很
大的提升遥

虽然 P2P的收益有所下降袁 但年
收益达到 10%左右的 P2P还是许多小
额资金投资人心目中的首选遥

二袁黄金投资
2017 年的黄金价格上涨 13%左

右袁且黄金与美元息息相关遥 而去年的
美元政策十分强势袁 预计今年也会有
不少加息袁美股走势也会很不错袁美国
债券价格也会较高袁 这些都是影响黄
金走势的重要因素遥所以袁2018选择黄

金投资袁也是不错的选择遥

三袁固收类产品
很多投资者都是以求稳的原则来

选择适合的理财产品袁而 2018年购买
一些固收类理财产品正是让自己的资
产合理分配的不错选择遥

嘉丰瑞德理财小编觉得袁 投资者
可以选择诸如稳利精选投资计划尧诺
亚方舟 NPA 投资计划之类的稳健收
益型理财产品来做为自己资产合理配
置的中坚选择袁 而且投资收益也比较
丰厚遥

四袁私募基金
2018年 1月袁 注销的私募基金管

理人达 87家遥 不过袁已登记私募基金
管理人达 22883家袁较去年末增加 437
家遥 而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单月大增
6600亿袁使得总规模逼近 12万亿元遥

这些数据都表明了私募的发展已
经越来越好袁 且行业监管也越来越严
格袁 大大提升了投资者选择私募的信
心遥 高净值投资者不妨选择合适的私
募进行投资袁尤其是私募股权基金袁紧
跟国家政策和发展趋势袁 能服务于实
体经济袁 而投资者可以享企业长远发

展红利遥

五袁股票投资
有人说袁2017年的股市袁是一个相

对价值投资美好的年头袁是一个相对投
机者糟糕的年头曰是趋势投资的一个光
明时代袁也是抄底短投的黑暗时代遥 那
么今年的股市投资机会在哪里呢钥

2018年可以关注银行板块袁 虽然
今年初银行板块也经历了一轮上涨袁
五大行涨得最好袁 但现在估值还是在
合理的范围遥 银行作为一个周期性行
业袁应该在其最差的时候买入袁最好的
时候卖出遥 从目前行情看袁银行正处在
比较差的时候袁 所以正是低价买入的
时机遥

不过袁 嘉丰瑞德理财小编要提醒
各位投资者袁股市的变化相对较大袁没
有十足把握不要勉强入市袁 避免没必
要的损失遥

以上五类理财方式袁 希望能对你
2018 年新一年的投资规划起到帮助遥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自己制定投资理
财规划袁 可以向专业财富管理机构求
助袁 为自己量身定制更为适合的理财
规划袁帮助你快速实现财富保值增值遥

李乐

每
天
一
个
好
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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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财
富
翻
番

每天一个好习
惯袁心中多一份自信袁
多一个人生成功的机
遇袁 又多一次财富翻
番的机会遥 因此袁2018
年要想脱贫致富袁要
想积累更多财富袁我
们就从摒弃坏习惯袁
每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开始吧遥

每天坚持记账

每天坚持记账袁
记下我们每天的消费
开支袁 不仅有助于我
们更加清楚地了解到
个人或家庭的支出情
况袁 还更能让我们看
清楚哪些钱本该是不
必花的袁 并提醒自己
以后要注意遥

记账袁 在一定程
度上就能起到有效避
免掉那些不必要的支
出的作用袁 长久坚持
记账袁 能节省下一笔
钱遥

坚持每月某天定
存

坚持每月的某一
天定存一笔固定资
金袁积少成多袁坚持定
存就能享受到复利带
来的惊人财富袁 此方
法对那些花钱大手大
脚的月光族们野脱光冶
非常有效遥

嘉丰瑞德理财小编建议这类
人群袁可以在每月发工资时袁先拿
出 15%-25%的收入定存袁 剩余的
钱再用于生活消费袁强制储蓄时可
以选择货币基金或互联网宝宝类
产品袁能兼顾收益和流动性遥

坚持每天钱生钱

每天让钱工作为你带来额外
收入袁比人赚钱轻松遥 如今投资理
财方式也较多袁 比如银行储蓄尧国
债尧股票尧外汇尧理财产品等袁但是
并不是每项投资都让你每天能赚
到钱遥

期待每天都能来钱的袁你可以
选择风险较低的储蓄尧 货币基金袁
余额宝等宝宝类产品袁以及稳利精
选投资计划尧国债等稳健型理财产
品遥总之袁我们要坚持理财袁让钱生
钱袁日积月累袁积少成多遥

坚持每天算计生活

野算计冶着生活袁能让你每天的
生活不至于过得糊里糊涂遥嘉丰瑞
德理财小编认为首先袁我们要做好
生活的预算袁每天每月吃饭消费等
需要的资金曰其次袁每月某一天计
划定存多少钱曰做投资的钱袁每天
能进账多少等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
获得财富袁学会野算计冶是很有必要
的遥

每天一个好习惯袁能让你 2018
年财富翻番袁赶快来进行吧遥 理财
好习惯袁早养成袁早致富遥 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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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当年风靡一时的猴票吗钥
你拥有了猴票袁你就野富甲天下冶啦浴当
然袁这只是句玩笑话袁但是也充分展现
了邮票收藏的火爆遥

现在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袁可
谓是衣食无忧袁 很多人开始了自己的
投资袁为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袁在全民
理财的前景下袁 邮票投资市场逐渐火
热袁大家在欣赏邮票独特魅力的同时袁
实现了资金的增值遥

其中袁 不得不提的就是特种票十
二生肖邮票的收藏遥

生肖邮票诞生
十二生肖邮票中日本在 1950 年

发行世界上第一枚虎邮票袁 邮票图案
上采用了名画里面的虎图袁 同时还发
行了组合成十字形图案的五枚虎票袁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种无齿生肖邮票的
小型张遥 我国第一枚生肖邮票是在
1980年发行的袁 也就是第一轮生肖邮
票里面的 80猴票遥 这枚猴票目前的身
价超过了一克黄金的市值袁从 1980年
第一枚生肖邮票开始到最后的羊票为
止袁 第一轮发行的生肖邮票总共十二
枚遥

未来发展
随着发行生肖邮票的国家逐渐增

加袁 生肖邮票在设计的时候必须预防
雷同袁 一些国家发行的生肖邮票并没
有透露出生肖文化蕴含袁 因此被中国
集邮者认为生肖邮票变味遥 十二生肖
邮票的设计发行主要在于神韵袁 使得
代表生肖的可爱动物增添了一抹色
彩袁 这样就可以大家流出更多的想象
空间遥 世界各国对于生肖文化认识的
生化袁 更加精湛的生肖邮票精品也应
运而生遥

市场行情
庚申猴票的市场价格从五千元上

升到八千元袁 目前庚申猴的市场价格
突破上万元袁 基本上每年按照五百元

左右的幅度上升遥 庚申猴整版市场上
的价格也会创新高袁 目前价格起码达
到一百万以上遥 庚申猴因为第一枚发
行的生肖邮票因此有龙头效应袁 在庚
申猴的带动下整个生肖板块都呈现上
涨幅度遥

一轮生肖邮票中的野金猴冶尧二轮
中的野金龙冶尧三轮中的野福虎冶等多个
品种早有先贤介入袁目标远大袁现在跟
进恰逢其时曰一轮中的鸡尧牛尧虎尧兔尧
龙尧蛇尧马尧羊比价严重低估袁可以主动
找货抢量锁仓袁中长期持有必有厚报曰
三轮中的大部分品种因设计新颖靓
丽袁不断消耗或沉淀袁现价同样物超所
值袁慢牛未改袁相信一飞冲天不会用太
久遥

在某个品种持续放量袁 稳步走高
的初始阶段要果断介入袁持筹待涨曰当
其大宗成交袁 价格停滞不前时就要果
断出手袁另觅机会遥 重要的事情可以说
两遍院务必做到保真保品袁戒贪忌燥袁
敏锐的目光下还要有一颗平常心遥 这

同样是收藏之道尧 投资之道尧 做人之
道遥

总之袁 在生肖邮票长期稳定上升
的价格走势中我们或可得到一定启
发袁 就是要认识到藏品的真正价值所
在袁进行理性投资袁好的产品总是能带
给人巨大的投资回报遥

另外袁 在收藏邮票年册时需注意
以下几点院

全年票张的完整度
现在年册里基本包括全年的邮

票尧小型张尧小全张甚至还有小本票和
评选的纪念张等遥 一定要查看插册位
置上的票张是否齐全袁 成套的邮票是
否有遗漏袁小本票中袁邮票是否有撕开
用过等现象袁一旦有遗漏袁就不是一本
完整的年册遥

关键性邮票的真伪
所谓关键性邮票袁 就是对邮票年

册价格起着重要影响的邮票袁 有的品
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袁 这种情况
在 JT邮票年册中尤其突出袁关键性邮
票往往占该年邮票年册价格的一半以
上遥 如果价格过低袁其关键性邮票必定
存在某种问题遥

由于年册内票张多袁 很多收藏者
难以一一认真查看袁 一些不法商贩便
在这种关键性邮票上做文章袁 以次充
好袁以假当真袁对于这些邮票一定要认
真辨别真伪袁 以免因一时疏忽而遭受
巨大损失遥

关键性邮票的品相
购买邮票年册时希望价格越便宜

越好袁但一分价钱一分货袁价格过低袁
就有可能会出现邮票品相问题遥 比如
说一些邮票不是原胶邮票袁 而是经水
洗过的袁有的即使是原胶邮票袁也有可
能经过修补遥 甚至有些邮票上有瑕疵袁
带有污点遥 还有一些连印尧 连体的邮
票袁一定不能断开袁一旦有撕开现象袁
价值也会受到影响遥 林丽

典藏邮票 首选特种票

今年行业专家看好的五种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