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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妈向前冲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又到一年一度的开学季， 又是每

年每季的拼妈时。

最近， 小编的朋友圈疯传一个段

子：如果一个女性朋友不再联系你，一

是她死了，二是她当妈了，三是她孩子

到学龄了。 如果她的孩子正值学龄又

到开学了，你就当她“死”了吧。

可不，小编的闺蜜，时尚江西辣妈

一枚，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一个暑假

都不见她的人影。一到开学，她在微信

圈晒出一组孩子开学的背影， 并配上

富有哲理性的文字，“这是孩子人生

的一小步，也是她人生的一大步！ ” 。

当问到她暑假的芳踪，她叹了一

口气，“一放暑假，我就带着孩子去旅

游。 旅游回来，各种琴棋书画的补习

班把时间都排满了。 一、 三学书法、

二、四学画画，五、六学跳舞，还要坚

持练钢琴。 其中，又穿插着 10 天的游

泳班集训，10 天的奥数班集训。这不，

我就每天带着孩子在各种补习班之

间穿梭。 ”

见她瘦削的脸庞露出一丝疲惫，

小编安慰她，“好在开学了，可以好好休

息一下。”“休息？！” ，她朝我瞪了瞪眼，

“在当妈的字典里，没有‘休息’ 这个

词。 现在当妈的都是一年 9 个月看不见

人，剩下 3 个月在各种补课中活蹦乱跳。

刚才不过是 3 个月寒暑假的活， 剩下 9

个月可是关键。 ”

看着小编不解的眼神， 她顿了顿，

“上学时间，你得忙活孩子的一日三餐；

等她放学了， 你得带着她去上各类补习

班。 上完补习，你得督促孩子做完作业，

还要布置课外练习，讲解习题、修改作文

……所以， 这 9 个月的上学时间更是紧

张。 你又会见不到我了！ ”

小编一听， 自愧不如， 不由赞道，

“你真是符合网上流传的当代辣妈新标

准：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堂；教得了奥

数，讲得了语法；懂得了琴棋，绘得了书

画……”

一听到这个，闺蜜无奈地笑道，“都

是被逼的。 现在深圳中考近 50%的升学

率，几乎要淘汰一半的孩子。 我做这些，

无非是想增加孩子升学的筹码， 希望她

在以后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站得住脚，甚

至可以生活得更为从容、舒适。 ”

可怜天下父母心。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写给儿子一段

话：“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

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

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

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

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

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

有尊严。 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 小

编以为， 这也许就是支持无数辣妈们继

续战斗的理由吧！

Liu Wenliang蒺s Column

雯苑杂谈

师夷长技 三招打造小小理财师

王阡陌

9

月

1

日， 又是一年开学日。 不

过， 孩子们在学校里可以学习到科学

文化知识， 但是鲜少针对性地教育孩

子的理财能力。

在现代社会， 理财能力已经成为

一种生存能力。 海外很多国家从很早

就开始给孩子做理财教育，一般来说，

儿童从

5

岁开始就应接受理财教育；

7

岁到

11

岁的学生学习如何管理银行

和储蓄账户，如何做预算；中学生应该

明白信用卡、 贷款以及与家庭财务和

负债有关的知识。 “师夷长技”来锻炼

自家的娃娃成小小理财师吧。

理念规划是第一步

让孩子做活动预算表

海外市场来看， 各国的理财教育

都从娃娃抓起，值得关注。

据悉，在英国，储蓄理财成为中小

学生必修的课程。在以色列，犹太人教

育孩子钱要取之有道，同时要节俭。美

国家长将理财教育称为 “从

3

岁开始

实现的幸福人生计划”。 在法国，孩子

3～4

岁时，“家庭理财课程”就进行了，

父母会教孩子区分不同金额的钱币，

明白金钱与购买之间的有机关系。

因此，国内父母也需要注意，培养

孩子的理财观念。理财专家建议，第一

步， 家长不妨让孩子了解家里收入支

出情况，并适度参与家中投资决策，这

样可以增加孩子的责任感， 另一方面

也让孩子想象自己的未来规划； 第二

步， 父母不妨在购物前与孩子讨论要

买什么， 让孩子知道想要与需要的差

别， 在实际购物中教导他们了解商品

的成分、质地和价格，让孩子参与购物

的决定，懂得取舍。

以荷兰父母为例， 并不把金钱和

物质占有进行直接关联。 如果孩子看

到一个很贵的东西想买， 而荷兰父母

更多是和孩子探讨对这件东西拥有的

原因和必要性。 他们会问孩子：“你为

什么喜欢这个啊？ ”“你给我三个想拥

有它的理由。”引导孩子对钱的态度更

为理性。

除了教会孩子合理地花钱， 也可

以学习荷兰孩子自己做活动预算表。

据悉，从小学开始，荷兰孩子的校庆活

动都是孩子在老师家长的协助下自己

组织， 一般模式是家长和孩子互动的

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 活动的经费预

算都是孩子通过团队合作方式自己制

定。 老师一般会指定

3

个小组来做预

算，一个小组

2~3

个孩子，然后

PK

性

价比最高的预算计划来执行。 为了被

选上， 孩子会严格根据活动流程制定

一个最划算的详尽计划， 这样可以有

效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

给孩子办理财账户

中国人偏爱存钱理财， 荷兰人也

喜欢， 而且从孩子出生之后就给孩子

办张银行卡和一些长期理财的基金计

划，英国也有

1/3

的孩子拥有银行卡，

这值得所有父母关注。

可以说，给孩子一张银行卡是培

养他财商的第一步。 据笔者了解，目

前国内绝大多数银行，都有针对未满

16

周岁孩子开户， 其中光大银行、华

夏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等一些

银行的工本费、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

费全免，而有些银行会收取免收小额

账户管理费， 这需要投资者进行权

衡。 而且，开户需求是监护人的身份

证、能看出监护关系的有关证明和小

孩的证件等，比如户口簿、出生证、独

生子女证等。

其实，荷兰孩子在五六岁的时候，

父母就会教他们使用网络银行， 和他

们共同探讨理财的计划了。 这一情况

同样可以出现在国内， 给孩子开一个

银行卡，给他打开了一片理财的天空，

其实国内针对孩子的理财产品也比较

多，是让他们了解理财的最好的渠道。

理财专家介绍， 不少银行都为儿

童提供专门的借记卡和理财账户，存

在三类比较常规的针对儿童的理财产

品：第一，部分银行还提供教育储蓄业

务， 该储蓄属于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

款，存期分为

1

年、

3

年和

6

年，可享

受同档次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

计息。据悉，这一储蓄的适合范围是小

学

4

年级以上学生；第二，少儿保险产

品同样丰富，包括医疗保障型保险、储

蓄型保险和投资型保险等种类；第三，

基金定投也是一个好渠道， 基金定投

则是类似于零存整取的一种理财方

式， 适合于让孩子们积攒起来的一

些小钱生钱， 而且能养成孩子储蓄

的习惯，可以选择指数型基金定投。

因此，父母可以潜移默化的告

诉孩子一些普及性的金融知识，做

一些简单的投资。若是年纪较小的

孩子，家长先带他们玩一些大富翁

的游戏，建立对投资的初始印象，

然后介绍给孩子简单的投资知

识， 譬如带着他们在电脑前查看

基金净值、股票价格变化，简单地

告诉他们涨跌对自己的财富会有

什么影响，潜移默化中告诉孩子投

资的原则。

合理给零用钱

美国孩子打工赚零钱

给孩子日常零花钱可以说是

理财教育的重要一环，一方面是给

孩子“打理”资金的机会，另一方

面也能培养孩子的财商。这其中涉

及两个方面内容———如何 “理”和

如何“给”。

首先来看如何给以及给多少？

这一定要科学、有度，不能养成孩子乱

花钱的习惯。海外诸多例子是，给孩子

零花钱必须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从小

就要让孩子懂得财务预算；二、从小就

要让孩子了解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内在

联系。因而，海外家庭一般不会不正规

地、无计划地给孩子们钱，会有一个固

定数量的“基金”，另加一些可由他或

她自由花费的零用钱。

而且， 海外更提倡用打工创造零

花钱。以美国为例，鼓励孩子打工是教

会孩子处理财务的重要手段之一，美

国每年大约有

300

万中小学生在外打

工。 另外美国人常常将自己不需要的

东西拿出来拍卖或者捐赠， 而小孩也

会将自己用不着的玩具摆在家门口出

售，以获得一点收入，剩余物品全部捐

给慈善机构。

以精明闻名的犹太人，也认为“赚

钱从娃娃抓起”。 在犹太家庭里，孩子

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 每个孩子

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

一切。

除了在“给”的环节可以借鉴外，

在“理”的环节也很重要。 “理”零花钱

其实也分为两个内容，一是如何“花”，

另一个是如何投资， 前者是培养孩子

有节制的花钱， 后者则是培养孩子投

资理财能力。

以荷兰为例，零用钱该如何处理，

是全部存起来， 还是分成几部分做不

同用途？ 一般父母会和他们一起分析

利弊， 父母还会带孩子一起去银行咨

询理财计划。 荷兰的银行有很多约见

客户的小会议室， 里面都放着很多让

孩子一目了然的理财玩具和工具，让

孩子可以像下棋一样做一些排列组

合，然后得到理财得失的答案。

要教会孩子科学的花钱，最好是

有计划消费，不能大手大脚。 海外家

长不时把“慈善”理念灌输给孩子，让

孩子账户的每月花费里，总有一部分

是自愿定期捐助给需要帮助的人和

动物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有过年

过节给红包的传统。 据一位理财专家

表示，打理红包也有技巧，最好根据孩

子的年龄和家庭经济状况， 给孩子一

个自由支配的额度，由孩子自我管理。

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商量， 主要是引

导孩子，一定要取得孩子的认同，让孩

子自觉执行。

打新收益仍可观

借道公募有诀窍

王阡陌

目前新股陆续发行， 打新股仍是

一种具有价值的投资方式， 普通投资

者可以借道公募基金参与， 选择新一

轮打新王。

据好买基金数据显示， 选择打新

基金的三条思路，分别是“强者恒强”、

“内部搭便车”和“外部搭便车”。“强者

恒强” 是指在第一轮展现出较强打新

能力的公司， 在第二轮打新也有望再

创佳绩；“内部搭便车” 是指第一种思

路中选出的基金往往处于限制申购或

封闭状态， 这时可选择其同基金公司

旗下打新意愿较强的基金， 利用打新

基金将以机构为单位报价的新规，分

享打新绩优基金的报价能力；“外部搭

便车”是指一些报价能力不佳的基金，

可能会成为外部资金的通道， 这些愿

意选择支付通道费用取道公募基金的

外部资金， 有望掌握报价的主导权并

拥有较强的报价能力。

从目前已经发行新股和基金公司获

配情况看，打新命中率较高的公司有

15

家，分别为平安大华、 新华基金、 兴业

全球、 银河基金、 中海基金、中银基金、

东方基金、国联安基金、国泰基金、建信

基金、景顺长城、南方基金、融通基金、上

投摩根、中邮创业。

除了看基金公司报价能力强之外，

最好选择混合型基金， 尤其是其中的灵

活配置型和偏股混合型。而且，最好选择

新发行不久的基金， 或是中长期波动极

小的老基金，显示其已降低仓位，等待打

新。规模而言，最好在

5

亿元至

8

亿元之

间，并有适当的封闭或限制申购政策。投

资者可以根据这一思路在打新命中率较

高的公司中选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后续打新

基金前景的展望上，好买基金认为，纯打

新基金年化收益中位数将落在

8%

到

10%

区间。

（数据来源：Wind�王阡陌/制表）

目前在售部分基金一览

8月房地产信托产品收益下滑至9.14%

王阡陌

受资金面宽松等因素的影响，8

月信托产品收益率普遍下滑， 房地

产信托产品收益下滑至 9.14%，而

且收益率期限结构出现倒挂。

据普益财富数据显示，8 月共

有 56 家信托公司发行了 486 款集

合信托产品， 发行数量环比下降

120 款，降幅 19.80%。 其中，中融信

托发行了 48 款，列第一。 从产品期

限看， 在已公布期限的 341 款产品

中，1 年期至 2 年期（不含）产品发

行了 115 款，占比 33.72%；2 年期至

3 年期（不含）产品发行了 129 款，

占比 37.83%；3 年期以上产品发行了

6 款，占比 1.76%。

值得注意的是，8 月集合信托产

品收益普遍下跌， 主要和市场资金面

宽松有关，收益率期限结构出现倒挂。

房地产领域 1 至 2（不含）年期产品

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0.58

个百分点至 9.14%，2 至 3 （不含）年

期产品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0.47 个百分点至 9.78%，3 年以上期产

品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录得 8.15%。

同样，工商企业领域 1 至 2（不含）年

期产品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环比下降

0.72 个百分点至 8.71%，2 至 3 （不

含）年期产品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环

比下降 1.15 个百分点至 9.21%，3 年以

上期产品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录得

8.50%。而基础设施领域 1 至 2（不含）

年期产品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环比下

降 0.05 个百分点至 9.08%，2 至 3 （不

含）年期产品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环

比下降 0.69 个百分点至 9.21%，3 年以

上期产品平均最高预期收益率环比下

降 0.03 个百分点至 8.50%。

此外，8 月共有 48 家信托公司的

230款产品应到期清算。从资金运用领

域看，工商企业领域产品 84 款、房地

产领域产品 46 款、基础设施领域产品

37 款、证券投资领域产品 27 款、金融

领域产品 17款、其他领域产品 19款。

�吴比较/制图

目前在售部分银行理财产品一览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投资类型 募集起始日 计划募集截止日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000786.OF

华融现金增利 货币市场型基金

2014-9-1 2014-9-30

华融证券 中信银行

000788.OF

前海开源中国成长 灵活配置型基金

2014-9-1 2014-9-25

前海开源 交通银行

000781.OF

国投瑞银岁增利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2014-9-1 2014-9-23

国投瑞银 中国银行

169101.SZ

东方红睿丰 灵活配置型基金

2014-8-25 2014-9-23

上海东证资产 招商银行

000780.OF

鹏华医疗保健 普通股票型基金

2014-8-25 2014-9-19

鹏华基金 建设银行

000761.OF

国富健康优质生活 普通股票型基金

2014-8-25 2014-9-19

国海富兰克林 中国银行

推介期 信托类别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受托人 期限 发行地 预期收益 投资领域

09.03 ~

组合投资信托 锦恒

9

号财富管理信托 四川信托

12

月 成都

9%

09.02 ~

债权投资信托 方兴

83

都江堰信托 方正东亚信托

24

月 武汉

10%

基础设施

09.01 ~ 12.01

其他投资信托 盛世佳盈

1

号信托 中融国际信托

18

月 哈尔滨

8.80%

房地产

09.01 ~

组合投资信托 鼎石

8

号投融资信托 新华信托

24

月 重庆

10%

08.29 ~

贷款类信托 珩生投资贷款项目信托 大业信托

24

月 广州

10%

房地产

08.29 ~

贷款类信托 汇安

446

号信托 平安信托

24

月 深圳

7.90%

金融机构

产品名称 发行银行 发行起止日期 收益类型 委托期 投资品种

委托起

始资金

预期年

收益率

2014

年汇通理财

E

点通

5076

号

宁波银行

2014-09-06~

2014-09-08

非保本型

42

天

债券

,

利率

,

其

他

50000

5.4~

5.4

2014

年第

4

期邮银财富

e

享

1400001M0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14-09-06~

2014-09-09

非保本型

35

天

债券

,

利率

,

其

他

50000

4.8~

4.8

2014

年点金公司理财之

鼎鼎成金

68302

号

招商银行

2014-09-05~

2014-09-12

非保本型

38

天

债券

,

利率

,

其

他

50000 -~5.2

2014

年平安财富

-

季添利

(

保本

)

现金管理类

145

期

平安银行

2014-09-05~

2014-09-08

保本浮动

型

94

天

债券

,

利率

,

其

他

50000 0~4.3

2014

年平安财富

-

和盈资

管之“平安养老

7

号”

平安银行

2014-09-05~

非保本型

5

年

债券

,

利率

,

其

他

20000

0

5.7~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