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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师简介：马婷，江苏银行常州
珠江路支行理财经理，具备个人理财、
基金、保险从业资格；服务理念：用心
服务，诚信理财，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一
站式服务；联系方式：0519-85178303。

温柔恬静的马婷入行已经 7 年，
2014年开始担任理财经理。

据了解，她所在的江苏银行常州
珠江路支行距常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仅
百米，去该行的客户80%都是交罚款、
交税的过路客户。不过，凭借优质专
业的服务，这些“过路客”大多成了马

婷的客户，纷纷变成该行的“常驻客”。

过路客大多成了常驻客

“很多客户都是来我行交违章罚
款的，我一般都会推荐他们开通我行
的手机银行，能直接缴纳违章罚款，还
能办理常规金融业务、投资理财，功能
齐全、操作简便，非常方便。客户以后
用手机银行遇到什么问题了，都会来
咨询我，时间长了，也越来越信任我。”
马婷告诉记者，她的客户绝大多数都
是从过路客发展来的，有不少还成了
私人银行客户，张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据马婷回忆，某天，她在理财室听
见大堂里有客户大吵大闹要投诉，立
马跑去了解情况。原来客户张先生到
银行来缴纳车辆罚款，可由于交通局
数据传输滞后，他等了近半小时还没
能缴纳成功。而张先生又要乘 2 小时
后的飞机去外地出差，如果当天交不
了罚款，他出差回来再交就会产生一
大笔滞纳金，因此又气又急。

马婷一边安抚张先生的情绪，一
边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他办张江苏
银行的借记卡并开通手机银行，这样
张先生就无需等待，可自行在手机银
行缴纳罚款。“张先生采纳了我的建
议，在我教会他如何操作后，就匆忙离
开了。离开前，他还特意表示感谢，并
主动留下联系方式。”马婷告诉记者，
在出差期间，张先生还电话询问她该

行银行卡异地转账的问题，自己在耐
心解答的同时，都会从最便捷最经济
的角度为其提供相应解决方案。“可能
认可我的服务和我行的产品，张先生
后来将他行资金逐渐都转到我行，最
终成了我行的私人银行客户。”

基金定投可让时间积累财富

客户王先生想为儿子存一笔教育
基金，在了解了其需求后，马婷建议他
采取基金定投的方式，每月定投500元
购买某只基金。在连续申购19期后，
2015年6月23日碰到市场大跌，王先
生听马婷的建议把之前的收益全部赎
回，落袋为安；同时，继续按原计划定
投。截至2016年3月 ，王先生基金定
投的收益率已达到10.6%，便主动找马
婷要求把每月的500元改为1000元，
成为基金定投的忠实拥护者。

“基金定投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投
资方式，不仅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并
且由基金公司专家打理，可通过时间
来积累财富。”马婷表示，市场跌宕起
伏，普通投资者很难适时掌握正确的
投资时点，而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不
论市场行情波动，投资的成本都比较
平均；而且基金定投适合长期投资，由
于采取分期进场投资的方式，当股市
下跌时，由于基金定投是分批进入，因
此市场越跌买到的基金份额便越多，
股市回升后的投资回报率也胜过单笔

投资；只要长线前景佳，市场短期下跌
反而是积累更多便宜单位数的时机，
一旦市场反弹，长期累积的单位数就
可以一次获利。“但定投不是无止境的
投入，同样需要设定一个收益率目标，
适时获利赎回。”

净值型理财虽有风险但
收益可期

“想得到客户长久的认可，单单凭
服务是不够的，很多客户更看中的是
理财经理能否为其财富增值。”对此，
马婷举了个例子。

王先生在他行购买基金亏损了近
80 万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
马婷。马婷在了解了其基本情况后，
依据其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当前财务状
况，向他推荐了一款净值型理财产
品。“我向他详细介绍了该产品的投资
方向、历史业绩等情况，他当即决定从
他行转过来300万元来买该产品。”马
婷告诉记者，王先生买了该产品之后，
她定期关注产品净值并与客户及时联
系。一年以后，该产品收益率达到
19%，客户获利近 60 万元十分满意，
便分批将他行资金转入江苏银行，最
终成为江苏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

据马婷介绍，随着市场利率的不
断下行，净值型理财产品正在成为银
行理财产品转型的趋势和方向。净值
型理财产品与开放式基金类似，是开

放式、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有业
绩比较基准，但没有预期年化收益率。

“产品每周或者每月开放，用户在开
放期内可进行申购赎回等操作；净值型
理财产品没有预期收益，银行也不承诺
固定收益，用户获得的实际收益与产品
净值有关。”马婷表示，净值型理财产品
的实际收益取决于用户购入和卖出时净
值的差值，购入时的净值高于卖出的净
值，用户亏损，反之用户就会有收益。由
于净值不是固定上涨的，也很有可能会
下跌，所以用户的实际收益也是不固定
的，有可能很高，也有可能亏损。“虽然净
值型理财产品的风险较高，但是在市场
行情比较好时，收益会比普通的理财产
品要高得多。”

“基于产品特性，净值型理财产品较
适合风险偏好中高的投资者，对于理财
新手而言，则不建议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跟风购买。”马婷提醒，净值型产品的收
益率和投资风险较传统的理财产品要
高，因此，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该类产
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后再去选择是
否投资；同时要注意分散投资，不要把鸡
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做好资产配置。

徐杨/文 胡平/摄

马婷：优质服务让“过路客”成“常驻客”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金融工会主
办的“劳动光荣·劳模伟大”2017年全
国金融系统“迎新春·颂劳模”茶话会
在北京职工之家举行。来自各金融机
构总行（会、司）工会及省（区、市）金融
工会的工会工作者以及各金融机构的
30 名劳模代表等 200 余人齐聚一堂，
共贺新春。据悉，来自农业银行常州
分行的全国劳动模范王东云，作为常
州金融系统唯一受邀代表参加了此次
活动。

据了解，目前就职于常州农行运
营管理部的王东云，1990年进入农行
工作，本着为客户提供最优质、最快捷
的服务的初衷，她苦练点钞基本功，通
过辛勤刻苦的训练，多次在支行、市

行 、省 行 、全 国 的 舞 台 摘 金 夺 银 。
2009 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状元
360”超级银行柜员比赛中，获得“超
级银行柜员”冠军。2012 年，又在中
央电视台“旗鼓相当”节目中，演示了
蒙眼听音点钞，既向全国观众展现了
银行业员工高超的点钞技术，更把点
钞的趣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多年来，王东云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农行
60 年人物”等诸多荣誉称号。在巨大
的荣誉面前，她不忘初心，以“王东云
劳模创新工作室”为基地，用心开展

“传、帮、带”活动，并获得累累硕果：徒
弟戴莉获“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章”，陈
红芳获得全国农行第四届业务技术比

赛机器点钞冠军；2012 年入行的车毅，
经过 3 年的跟踪培养，一举夺得全国农
行单指单张点钞冠军，同时获得全国金
融系统五一劳动奖章，并于2016年又捧
回央视《中国大能手》之《点钞强人》水晶
奖杯，充分展示了农行精湛超群的柜面
业务操作技艺，践行了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此外，自江苏农行成立了“金
手指”技能俱乐部，王东云作为俱乐部金
牌指导教练，先后到深圳、北京、云南、贵
州农行教学，把劳模创新工作室的辐射
效应发挥得更广。 （徐杨 农萱）

常州农行王东云参加中国金融工会2017新春劳模茶话会

2017 年到了，回顾 2016 年的资本市
场，我觉得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回头看。
譬如，在“取势”与“用术”之间如何取舍，是
我这段时间一直思考的问题。

记得当年初涉股市时，我学的是各种
技术指标、历史图表等，这些都是“术”的学
习。如果你对“术”有很深刻的领会，能够
学到“一招鲜”，你至少能在这个市场上赚
到钱；把所有的“术”拆分，你会发现，这些

“术”所体现的其实是市场的一些细微动
作。最好的方法是心里不带有任何判断，
只观察市场的走势，把这些细微的动作跟
市场的变化进行一个对应，这就达到了

“术”的融会贯通。
当你可以用没有观点的心态去观察这

个市场，当你发现市场的变化和你的某个
“术”契合时，就是能操作的时候。进入这
个阶段后，你就很少会亏钱了。在这个阶
段，取胜的关键是“快”。手快是优势，但只
适合资金规模比较小的投资者。还有一种
方法是“取势”，不追求“快”，而是追求大方
向，就如金庸小说里所描绘的“重剑无功，
大巧无锋”。

我曾和不少股民交流过，我很认同“无
论基本面还是技术面，所描述的不过是进
入市场之后大家所采取的一个投资方法”，
过去一年，我操作的主要依据是“取势”。
不过，在“取势”的过程中，一旦判断出现偏
差，不仅很难赚到钱，甚至会亏大钱。

在近期的思考中，我发现，很多投资上
的成功都是有依据的，这是投资的根本。
而这个“根本”是变化的，金融市场更是瞬
息万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价格上，也
体现在参与者的心理上。这就导致了投资
者进行操作所依据的那个“根”也会随之变
化，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如何应对金融市场的瞬息万变
呢？我认为，首先，如果没有把“术”的东西
融会贯通，没有那个操作的“根”，所有的浮
盈都是空欢喜，无论赚了多少钱，都会很快
还给市场。其次，当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投资理念和独立观点后，也要不断观察市
场，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要学会跟随市
场的趋势起舞。

要想踏准市场的“舞步”，作为投资者，
一定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要有定力，对
我们国家的发展要有信心；要坚定地取好
势，大势是战略方向，是根本，纲举目张。
同时，要不断钻研，提高自己的术；术有专
攻，用好自己的术，这是基础。取势和用术
并不矛盾，而是协调统一的。先取好势，明
确中长期的方向，再用“术”一个一个战役
打；将取势与用术结合好，必将迎来一个丰
收年。 洪军/文 张琛/编辑整理

取势与用术

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理财就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苏银行

移动银行“周末抢快乐 1元看电影”
大家好，转眼春节就在眼前，华夏银行“小龙人”又来送福

利啦，真的好激动呢。这一次，“小龙人”又为大家带来了惊喜
哦，快来仔细瞧瞧吧。

活动时间：2017年1月14日（本周六）9：00-9：30。
参与对象：华夏银行常州分行移动银行签约客户（限借记

卡签约）。
参与方式：活动期间，移动银行客户登录移动银行4.0版，

点击“抢快乐”频道，选择“常州”，在指定时间段内可参与“周
末抢快乐 1元看电影”活动。

活动规则
抢购成功的客户将收到华夏银行发送的电子兑换码

短信。
客户凭电子兑换码，可在华夏银行移动银行4.0“完美生

活”-“休闲娱乐”-“电影票”栏目，选定电影场次、座位，支付1
元完成电影票兑换。

参与者先到先得，兑完为止。每位客户只有1次中奖
机会。

每个电子兑换码只能优惠兑换1张影票。如客户单笔订
单选购2张或以上的影票，需自行支付超出优惠兑换部分的
订单金额。

电子兑换码只可兑换普通的2D/3D电影（价格不超过90
元），对于特殊场次如首映礼、VIP等不予兑换。

电子兑换码使用期限为2017年1月15日-2017年4月
30日。

参与活动的影院以移动银行4.0客户端“电影票”频道中
可选影院为准。

这一波“抢快乐”活动将不定期刷新，从2016年11月持
续到2017年2月，请各位亲们持续关注华夏银行常州分行
微信公众号（hxb_changzhou），千万不要错过哦。

邵姝娜 壮达人

华夏银行送福利

国泰君安证券常州营业部
“股神培训班”中级班第三期开班啦

想要投资顺利、实现财富增值？
什么时候该买股票？什么时候该卖股票？怎么炒股才能

赚钱？
国泰君安证券常州营业部“股神培训班”由本营业部讲师

团队结合总部投研力量开设，特面向广大普通投资者开班
教学。

据了解，“股神培训班”能直观展示操作思路及国泰君安
资深专家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初级班到中级班逐层深度剖析，
伴随投资者一起成长和提高！国泰君安“股神培训班”的授课

模式是由专业的投资顾问授课，配置一对一的辅导员辅导，并
且有完善的课后辅导体系，力求全方位提升投资者的投资
水平。

现“股神培训班”2017年中级班第一期（总第三期）开始
全线招生，名额有限，有意参与或咨询欢迎拨打招生热线：
86633770、15251933593咨询，期待您的加入！

国泰君安证券常州延陵中路证券营业部地址：常州市天
宁区延陵中路29-1号（消防指挥中心正对面）；咨询热线：
86633770、86689722。 国泰君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