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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关爱您的生活

巧妇巧理财 开春动起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一年之初做好全年的理财计划对普
通家庭至关重要，不仅能让你用适度的金钱惬意度过接下来
的春节，还能合理配备家庭资产，通过投资让钱最大限度的
产生收益。而做好理财计划的第一步则是全面自测家庭的
财务状况。
债务 不能超过总资产一半
如今很多年轻人，为了供房供车，还贷压力很大，甚至收
入的一半以上都用来还贷，而这显然是不健康的。对于一个
财务健康的家庭，每月偿还的贷款本息最好不要超过家庭每
月收入的 1/3。而月末和年末一个家庭的财务结余也需要
“盘点”，
如果结余占收入的比例大于 30%，即为合理范围。
配置 4321 有效分配家庭财产
要让家庭资产配置健康，应该如何对资产进行合理配置
呢？在家庭资产配置上有一套 4321 定律，可作为你的资产
配置方法。比例是家庭收入的 40%用于供房及其他方面投

资，30%用于家庭开支，20%用于银行存款以备应急之需，
10%用于家庭的风险防范——保险支出。
当然，资产配置的 4321 定律只是一般规律，各人在制定
家庭理财规划时，
还需考虑具体情况。
记账 改变消费旧习惯第一步
有了目标才能有动力，建议在一年之际设定一个理财目
标，即一个有具体的时间、金额，对目标的描述能定性和定量
的目标，比如在 2015 年什么时候能给自己买一辆车，或者买
什么家电等。
同时建议把今年各项计划所需的花费估算出来，预先安
排资金来源。按照理财目标发生的时间来安排资金，如果有
资金缺口的话，就要考虑动用以前的存款或将投资性资产变
现来解决。另外，在一年的开始最好能养成定期储蓄的好习
惯，这样不仅能够让自己花钱不再那么随意，还能够聚沙成
塔，
让以后的生活得到一定保障。
（宗合）

牛熊两相宜 长盛基金连续跻身业绩前五
2014 年的 A 股风云变幻，对于基金公司而言，能适应各
种市场风格同时能保持领先业绩才算是真正的赢家。其中，
长盛基金基于前瞻性格局和科学有效的投研体系，在成长和
蓝筹两种风格中都有所布局，凭借高质量的投资运作旗下产
品全线飘红，并以近 20 只产品超 30%的年度收益在 2014 年
完美谢幕。
长盛基金在业内一直以投资业绩优异而著称。据 1 月 6

日海通证券最新发布的基金公司权益和固定收益绝对收益
排行榜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长盛基金最近一年、最
近两年权益类基金净值增长率分别为 39.61%、73.64%，业内
排名均处于第五位。此外，银河证券 2014 年基金公司旗下
主动偏股基金简单平均业绩统计显示，长盛基金同样跻身偏
股基金回报前十强之列。
（宗合）

延续主题基金优势 工银瑞信布局国企改革

随着国企改革方案出台时间表明确，国企改革在 2015
年进入关键时期。在主题和行业基金布局中成绩斐然的工
银瑞信基金 12 日开始发行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基
金，为中小投资者参与这一历史性机遇提供了渠道。
工银瑞信瞄准国企改革带来的红利，开始发行普通股
票基金中首只以“国企改革”为主题的产品。该产品股票占
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80%–95%，其中投资于基金界定的国企

改革主题范围内股票不低于非现金资产的 80%。
该基金所指的国企改革主题包括已实施改革方案或具
有改革预期的中央国有企业以及地方国有企业。同时，考
虑到国企改革的影响范围和涉及面的宽广，受益于行业准
入、国退民进等相关主题的非国有企业同属国企改革主题
的范围也囊括在内。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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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SUV 市场新兴价值蓝海
后入者机会如何？

2014 年中国汽车市场风云已定，回顾一年车
市，
最引人关注莫过于 SUV 市场的迅猛发展。
在今年即将上市的 SUV 产品中，东风悦达起亚
即将推出的 KX3 备受消费者关注。在 2014 年末广
州车展一经亮相便惊艳全场的 KX3，是东风悦达起
亚专为中国年轻消费者量身打造的一款都市 SUV，
与目前市面上的热销产品相比，其在空间、动力与
配置等多个方面都已体现出较大优势。
更值得一提的是，KX3 作为世界三大汽车设计
师之一彼得·希瑞尔的作品，别树一帜的外观设计
将革新消费者对 SUV 的固有印象，带来前所未有的
视觉感官冲击。KX3 将于 3 月上市，相信将成为
SUV 市场炙手可热的新星。
（宗合）

汇添富基金
提速海外业务携手元大宝来

2014 年人民币国际化进入高潮——多国获得
RQFII 额度、首只英国人民币主权债券发行、筹备多
年的沪港通正式开闸。
新年伊始，汇添富基金等实力雄厚的中资资产
管理机构也加快了布局人民币离岸理财市场的步
伐。
近日，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公司与元大宝来
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
将在内地资产相关的指数类和 ETF 产品方面展开深
入的战略合作。
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
健指出：
“元大宝来投信是台湾地区最大的 ETF 发行
商，我们非常高兴与元大宝来投信签订合作备忘录
并期待共同合作开发海外人民币产品。
”
据了解，2014 年 4 月，汇添富已经通过台湾离岸
银行平台发售人民币债券基金，成为进军台湾市场
的首批中资基金公司。
（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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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抢滩CES2015 跻身全球电视前七强
2015 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于当地时
间 1 月 6 日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正式
拉开帷幕。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科技产品
交易会，自 1967 年开始举办以来，每年的
CES 展会都会云集当前最优秀的传统消费
电子厂商和最前沿顶级的科学技术，堪称全
球科技界和消费电子风向标。
作为全球顶级的消费电子制造商，创维
集团携带最新高端电视产品隆重出席本次
盛典，向全球顾客展示领先技术及产品设
计，赢得全球顾客的欢迎和瞩目。

色 4K Air 屏体，延续了 4 色 4K+的技术亮
点，但更为轻薄，屏体厚度仅 7.5mm。
G9200 搭载目前唯一的电视机 64 位操
作系统，支持 Android L 系统。两者的结合
赋予了 G9200 更为快捷舒适的操作体验，
在处理多个复杂任务时，均能实现零卡顿、
畅快无阻的运行效果。
此外，创维还在展会期间同步展出了在
海外地区销售的 4K 智能电视、机顶盒、手机
新品。

4K 曲面 OLED 系列领风骚
本次 CES 展会创维展厅巨大且简洁大
气，重点展出的 4K 曲面 OLED 电视系列，不
但在国产品牌中独领风骚，在全球智能电视
当中亦属罕见之作。
4K 曲面 OLED 电视，有着“技术集大成
者”的称号。在电视显示技术方面，OLED
有机自发光是即将取代液晶的“下一代技
术”；在画面清晰度方面，4K 超高清以 4 倍于
全高清的表现代表了分辨率的新高峰。创
维紧紧把握这一时机，成为最先发布并实现
量产上市 OLED 电视的中国品牌。

晰度两个不同维度的最强技术结合到了一
起。此外，65S9000C 在机身厚度方面也有
着极其惊艳的表现，实现了电视视觉体验的
跨越式进阶。
同 样 显 眼 的 55S9000F 也 是 4K 曲 面
OLED 电视。其在外观以及性能方面都有
着卓越的表现，对于创维而言，使其在高端
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有了不小的提升。同时，
依靠本土优势，能够大幅降低 OLED 电视的
价格，意义十分重大。

一同重点展示的 G9200 产品，是核高基
重大专项首次实现国产高端芯片应用于民
用彩电并实现商业量产的成果。其搭载了
中 国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64 位 电 视 机 芯 片
SOC64。同时，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款 64 位
芯片电视。

65 英寸 4K 曲面 OLED 电视—65S9000C

此 次 展 出 的 4K 曲 面 OLED 电 视
65S9000C，是创维新一代的旗舰产品，有着
时尚却不失大气的外观设计，显示画面色彩
丰富而浓郁，成功将电视显示技术与画面清

在见证“中国芯”强大性能的同时，也引
领 LED 电视抵达了新的高峰。G9200 采用 4

跻身全球电视前七

美国时间 2015 年 1 月 7 日，由美国国际
数据集团(IDG)主办的“2014-2015 全球领先
品牌 Global Top Brands”颁奖典礼在 2015
CES 展上隆重举行。
其间，创维获得“中国消费电子领先品
牌 TOP 10”和“2014-2015 年度全球电视
前 7 强”两大荣誉。
在现场近 200 家世界权威媒体和全球
消费电子企业的注视下，IDG 首席执行官
Michael Friedenberg 先生亲自揭晓了“20142015 全球领先品牌 Global Top Brands”的
各项大奖榜单，来自全球的知名消费电子和
智能互联厂商凭借自身出色的品牌及产品、
技术优势摘走了各项大奖。
（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