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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炒股牛人，在征战股市上
有独到的策略；如果你是资深股民，在
股海浮沉中有酸甜苦辣故事；亦或你仅
仅是对股市政策、大盘趋势、行业基本
面、操作技术有看法和思考；如果你会
精打细算，是有种种理财持家之道的达
人，请将您的一己之见或故事发至《钱
经》版，与广大读者分享。

投稿注意事项：①稿件字数不限，
内容简洁明了，逻辑清晰。②投稿信
箱：wbbjb2012@163.com。③联系电话：
0632-3319120。④投稿请注明姓名、准
确的联系方式、邮政编码、邮箱。⑤来
稿一经采用，将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形
式通知作者并发放稿费。

启事

自言股市

只灌输概念没用！

五招教会孩子如何理财

近日，广州36所中小学开设金融理财知识教育课，目
的是普及基础的金融理财知识，帮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
金钱观、消费观和价值观。让孩子知晓金融理财的概念是
其一，如何运用到实际中才最重要。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在生活中的教育和引导孩子理财才是更重要的。对
此，国内财富管理机构嘉丰瑞德的理财师总结出五招灵活
教会孩子学理财的方法，能让你的孩子在生活中快速掌握
简单的理财能力，让他们能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提升孩子
对现代生活的适应能力。

总之，嘉丰瑞德理财师认为只灌输孩子理财的概念没用，真正让孩子能学会理财，学校对金融知识的普及是一方面，父母的引导
才更加重要。理论结合实际，我们的父母在生活中就要注重教孩子学理财，并灵活引导，让孩子在娱乐中快速掌握更多的理财技能。

待孩子储蓄罐已满，父母
可以将储蓄罐中的钱存入一
些每日都可以看到收益的理
财产品中，就比如余额宝，每
天都和孩子一起查看“钱袋”
中钱的数目，每天的投资收
益，让孩子知道做投资能让他
（她）的钱增多，再次提高孩子

存钱的兴趣，以后就会努力节
省或赚的更多的钱存入余额
宝中，最终达到帮助孩子养成
攒钱的好习惯的目的。对于
孩子每年的压岁钱管理问题，
父母也可以将其存入余额宝
等的投资账户中去，让孩子一
起感受钱生更多钱的乐趣。

5、带孩子一起做投资

孩子有了自己的储蓄罐，
存钱的欲望强烈了，除了节省
零花钱进行储蓄外，父母也要
为孩子创造赚钱的机会，比如
寒暑假，父母们就可以和孩子
商量好，通过做家务活能赚到
钱，相互规定好，帮忙买酱油5

元钱，洗碗3元钱，扫地2元钱
等。另外，嘉丰瑞德理财师表
示父母们还可以告诉孩子平
时自己的喝的饮料品，旧书和
旧衣服等都不要扔掉，可以收
集起来，等库存多了可以卖掉
又能赚到钱。

4、为孩子创造赚钱的机会

为孩子购买一个可爱的
储蓄罐，最好是透明的，让孩
子看到自己存的钱在慢慢增
多，从而来吸引孩子存钱的兴
趣，让孩子自己有意识地节省

零花钱，并存入自己储蓄罐
中，最终达到让孩子爱上储蓄
的目的。此方法不仅可以培
养孩子一个好的理财习惯，日
积月累也会攒下不少钱。

3、为孩子买一个可爱的储蓄罐

父母们应该放手让孩子
自己去学会购物，比如周末的
时间带孩子一起去逛超市，让
孩子自己挑选东西，对比价
格，最终还要求孩子自己付
钱。嘉丰瑞德理财师表示通
过让孩子自己购物，一来可以

让孩子认识钱币面额的大小；
二来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用钱
交换物品的过程；三是父母在
让孩子自己购物的过程中，可
以有意识地让孩子计算一下
用15元买了8元的东西，还应
该找回多少钱呢？

让孩子在娱乐中学习理
财和投资，孩子肯定又喜欢又
开心，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们一
起玩大富翁的游戏，不仅可以
让孩子们认识钱币，知晓钱币
的交换价值，还能让他们学会
如何管理好现金。在游戏中

通过赚的更多的钱去盖房子，
开旅馆，建游乐场等，又能培
养孩子的投资能力。最重要
的是，家长和孩子们一起玩大
富翁的游戏，欢笑声不断，感
情也会越来越好。

上周虽然仅有三个交易
日，但是股市的维稳还是让人
捏把汗。虽然跌幅在收敛，但
是股指期货尤其是代表中小盘
的中证500股指期货的一度跌
停，无形中增加了救市主力的
救市成本与操作难度。救市为
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现在有

太多的金融衍生品充肆市场，
A股市场被形形色色的名义为
金融创新的东西所绑架，故而
造成了现在救市与数年前的救
市大不相同。

在中国资本市场占据着重
要角色的龙头券商中信证券目
前被卷进监管漩涡之中。根据
中信证券 8 月 31 日公告,称相
关调查工作尚在进行之中,公
司予以积极配合。此外,公司
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认真查找
各项业务尤其是创新业务中存
在的问题,深刻反思,严肃整改。

“认真查找各项业务尤其是
创新业务中存在的问题”，点明了
金融衍生品里面隐形的阴谋。

目前，从技术面与基本面

分析股市已经失效，我们还是
来看一下消息面吧。

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9
月 5 日发布消息，中国人民银
行行长周小川在二十国集团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
表示，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趋于稳定，股市调整已大致到
位，金融市场可望更为稳定。
行长的话需要市场的检验，对
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另外，刘姝威《重建中国股
市的秩序》一文章值得一读。
文章强调：在中国股市条件不
成熟的时候，开放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是成熟资本市场的金
融产品，是一种高风险的金融
衍生产品。股指期货是零和博

弈，谁赚钱谁输钱比拼的是技
术。在这场股灾中，外国对冲
基金利用股指期货赚了钱，他
们不仅技术高于中国对手，而
且充分利用了证监会的监管漏
洞。

目前，已有许多有识之士
认识到股指期货的危害，但是，
50ETF 的抽血功能，变相获取
股票筹码的手法以及T+0当日
砸盘当日出逃的危害，还未引
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50ETF
期权，投机性更强，杠杆率更
高，一部分投机者在大发国难
财；而且如果股市暴跌，低价打
折筹码被金融大鳄通过期权而
获取到，则意味着什么风险
呢？ （主持 余自言）

金融创新业务有风险有问题
50ETF以及期权的投机性需引起重视

从 9月 5日召开的西藏自
治区成立 50 周年庆祝活动筹
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
前西藏大庆各项庆祝活动已准
备就绪，中央代表团将赴藏参
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并向西藏
各族群众赠送礼品。

据新华社9月5日报道，今
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
为表达全区各族人民对党中央
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援

的感恩之情，展示西藏自治区
成立以来，党领导西藏各族人
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经中央同意举
行西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庆
祝活动，筹备工作于去年12月
开始，经过 8 个多月的认真筹
备，现在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

广发证券此前发布的研报
指出，2015年西藏政府工作报
告中强调，天然饮用水业、水电

业、藏医药、旅游业是西藏经济
发展的重点。西藏现已初步形
成旅游业、藏医药业、农畜产品
深加工和民族手工业、绿色食
品(饮品)加工业、矿产业、建筑
建材业六大经济支柱产业，形
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布
局。伴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发
展的扶持和西藏政府对资源产
业的重视，矿业、藏医药业、饮
用水业、旅游业等高原特色产

业有望带动和促进西藏经济结
构的战略性调整。

为此，广发证券也认为，A
股市场投资者除了应该关注西
藏基建行业，还需基于西藏自
身禀赋及政策推动角度，重点
关注西藏旅游以及藏药行业。

重点关注上市公司包括西
藏旅游、西藏珠峰、西藏矿业、
西藏发展、西藏天路等。

西藏50周年庆活动筹备就绪
5股迎良机

据国外媒体的报道，欧盟对苹果等跨
国企业的避税调查仍然在继续，最新报告
指出，国际型企业在每年在欧洲地区的避
税额达到 1.11万亿美元，其中又以苹果等
巨头的避税现象最严重。在“最糟糕”的
情况下，苹果被决定罚款的金额最高达到
190亿美元。

据悉，爱尔兰一直都是苹果等大型跨
国企业的“避税港湾”，因其与“第三方国
家”签订的一些税收协议非常宽松。这次
在对苹果进行调查之前，欧盟委员会曾经
严厉批评了爱尔兰的税收政策，指出他们
与“第三方国家”签订了过于宽松或者是
过于自由的双重征税协议。作为欧盟成
员国的其中一员，这些宽松的税收政策理
应作出调整。

意大利与澳大利亚也对这一说法表
示支持。据了解，意大利监管机构曾怀疑
苹果在 2008至 2013年间至少逃避了 8.79
亿欧元的企业税。意大利方面表示，苹果
在当地逃避交税的方式是通过爱尔兰这
个“中介”，具体表现为：苹果将一部分收
入计入他们在爱尔兰的分部，从而避开向
意大利缴纳这部分的税额。但实际上，苹
果的这部分收入是通过意大利地区的业
务获取的，理应向意大利的税收部门申
报。而澳大利亚金融媒体曾表示，过去将
近10年的时间里，苹果已经把在当地获得
的将近90亿美元现金成功转移到爱尔兰，
而他们只需要为此支付2亿美元的税额。

欧盟严查税收

苹果避税面临最高
190亿美元罚款

近日讯，从工信部获悉，为进一步编
制好《海南省总体规划》，做好全国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工作，海南省人民政
府于2015年8月28日在海口市召开《海南
省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征求国家有关
部门意见座谈会。

相关个股有望受益，关注海虹控股、
罗牛山、神农大丰、海南椰岛、海南高速、
罗顿发展等。

罗牛山：公司是以畜禽养殖业为主的
综合类集团型企业和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主要生产销售生猪、鸡、鲜鸡
蛋、无公害蔬菜等农副产品。

海南高速：公司属交通基础设施行
业，涉及的主要业务为高速公路的建设和
养护管理，房地产的开发及销售，旅游服
务业的综合开发等。

海南省总体规划
即将出台
6股或受益

当得知我制作的专

栏《自言股市》荣获山

东省市地报第二十二届

好专版好专栏评选获好

专栏一等奖后，我的感

受是：意外、惊喜、激

动、 幸 福、 惭 愧、 感

恩……随后被告知要写

一篇感言后，我的第一

反应就是：害怕、心慌、

犹豫……，因为作为刚

工作不久的我来说，能

够得到这样的奖，不是

一件小事。在此我感谢

部室领导和专栏作者余

自言老师。

自从接到《钱经》版，部室领导就不止一

次告诫我，组稿要接地气有服务性，要做一个

对读者投资理财有帮助让钱生钱的版。刚开始

一段时间不知道往老百姓所需上想，做版总不

见起色。领导对该版很不满意，一次次启发出

主意，说在这个投资理财和百姓生活日益密切

的今天，读者越来越关注经济类的报道和理财

文章，最后建议找一位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投

资热点有能力进行精彩点评和深入透彻解读的

作者，用专业知识帮助读者了解市场、了解当

日或是本周的股市动态，让读者有更多的股市

资讯，甚至对投资能提供可借鉴的独家观点。

领导安排我联系余自言老师，说他是专栏作者

的最佳人选，打算以他的名字设个栏目，每日

评股或是每周两到三次。

《自言股市》——
《钱经》版的点睛之笔

单成镇

确实，从去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一路

高歌猛进，股指、成交量、开户数屡创新高，

中国股市俨然成为全球股票市场中最耀眼的

明星。而与此相伴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时媒体

广为报道的“全民炒股热”，可是枣庄本土

却缺少一个可以为股民提供方向的报刊杂志。

因为要体现《钱经》的权威性、服务性、

贴近性，除了稿件质量等诸多因素外，报纸

版面专栏设置也是很重要的的因素，专栏是

版面的骨架。

通过了解，我才得知余自言老师是一位

老报人，文字功底自不必说。一直行走在股

海中，本身还是一个有认证资格的专业人士。

在部室领导的介绍下我们第一次认识了，没

想到他是一个那么和气的人。

如何给专栏定位和起名，领导给了最直

接的建议，每期文章刊发位置也做了安排不

许更改。经过和领导还有余自言老师的多次

商讨，专栏定位为每日或是每周的行情股市

分析，为老百姓提供可借鉴的独家观点，不

做任何个股推荐。专栏名称定为《自言股市》，

固定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和周五刊登。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在 2015 年 1 月开始

了第一期，

因为在地市报中像《自言股市》这种专

业性专栏是十分少见的，只有在各种财经类

报纸刊发，为了重点推出余老师的独家之言

带动整个版面，把余老师的侧面头像线条化，

放在开头位置，体现独家性。其他稿件围绕本

专栏的主题思想展开，使整个版面思想统一，

利于读者阅读和借鉴。（下转 26 页）

编采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