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市场跌宕

起伏 ， 但又诱惑重

重，当股市节节攀升

之际，将毕生积蓄都

用来炒股票、买基金

的投资者比比皆是，

甚至有不少投资者

退掉手中的保单转

战股市。 对此，我们

提醒投资者，家庭理

财不可只顾投资收

益而忽视了风险防

范 ， 在理财金字塔

中，保险处于根基部

位，是构筑家庭风险

保障的重要防线。

之保险篇

理财金字塔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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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理财规划

根据年龄周期各有侧重

按照理财金字塔原理， 现代家庭理

财， 首要的是一部分银行存款， 相当于

3-6

个月的生活开支。 其次是保险，家庭

年收入的

10%-20%

资金用来给家庭各个

成员购买保险。 在投资类型上， 股票、期

货、房地产等高风险投资，属于高风险高

回报的，解决收益性，属于理财金字塔顶

端；基金、债券、分红型保险，风险较低的

投资，解决流动性，属于金字塔中间；各类

保险解决资本安全性， 位于金字塔底部

的，也是理财的根基，家庭生活的基石。

年轻时， 第一个要买的是意外伤害

保险，身体虽好但意外事故难防，虽然医

疗不用愁，但如果是大事故，那么将又会

沦为家里的负担。 另外，随着重大疾病发

病率提高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投保大病

保险起到同样的作用， 可以保障因为重

大疾病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有一笔经济

补偿，维持以后的生活。 健康险是年龄越

小，成本越低，保障越高，此时的保险不

可能买全， 可在以后经济条件和个人赚

钱能力提高的时候，再去进一步完善。

结婚成家后， 应在原有保险的基础

上再考虑增加寿险及大额的重大疾病保

险， 同时为子女教育作好准备， 因为此

时，个人责任加重。 寿险保额应该可以覆

盖当期负债及子女的抚育费用， 重大疾

病保险的保额则应该可以覆盖一次重大

疾病的治疗费用，至少需要

30

万。 此时

的保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

10%

为宜，

其中至少

5%-6%

保费支出应该花在健

康保障上。 如果此时的经济能力不错，可

以为孩子储备带有保费豁免功能的教育

金和为自己购买少量的养老险。保险公司

的养老产品大多是复利分红， 越早购买，

支出越少，复利的作用可以最大化。

而在步入中年后， 子女逐渐长大，原

有的贷款逐渐还清， 加上之前的财富累

积，一般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可以考虑购

买年金保险、投连险及分红返还型保险等

新型产品，把这些产品作为日后养老资金

的来源之一。

退休后，购买保险更应偏重生存利益，因

为此时的责任最轻， 寿险身故保障的主要目

的在于传承财富而非保障身故后亲属的生

活品质，此时的保费支出可以大大降低。

总之， 保险理财就是用目前已知的、

有限的金钱，控制未来无限、不可承受的

风险，这就是保险存在的价值。 只有给自

己和家人建立更多的保障，才能规划完美

的人生旅途。

★

理财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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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我有社保，保障很

齐全，商业保险就不用买了。 ”其实不

然， 保险就好比人们穿衣服一样，春

秋之季有薄衫，寒冬之时需棉服。

如果留意的话 ， 大家会发现社

保里面有“基本”俩字，很显然，无论

是医疗还是养老， 也就是只能满足

基本需求，并非全部。社保有一个特

点———“广覆盖、低保障”，而保障额

度不足的保险同样不是很保险 。 虽

然要肯定拥有社会保险比没有保障

强许多，但是有一点不容忽略，无论

国家还是企业， 都没有能力也不可

能给每个人提供足够的保障 ， 所以

社保（或外来人口综合保险）有许多

无可奈何的不足。 对于普通工薪阶

层， 这种保障的不足之处就越发明

显。

有了社保仍需保 商业保险不可少

★

保险认识误区

举例来说，如果某人不幸患重大疾

病住院

30

天， 一次性花费

20

万元，社

保报销

80％

（平均） 也就是

16

万元，还

剩

4

万元要自掏腰包。 最重要的是，如

果住院过程中使用了自费药品（不可避

免），统统都要自己买单。况且由于患病

而导致的收入锐减、生活成本增加等隐

性支出是社保所无能为力的。

因此，拥有社保的居民一方面应该

运用商业保险补充未能报销的医疗费

用，另一方面应该投保给付型的重大疾

病保险，以应对大病带来的隐性收入的

锐减。 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仅靠社保

的微薄养老金是难以安度晚年的，可以

选择商业养老保险作为补充，以保证晚

年生活品质不降低。

★

理财建议

★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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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许多人

都有“想买”保险的意

愿， 但由于保险产品

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

性， 使得普通人在观

念和理解上存在种种

误区，从而不知道“怎

么买”。 以下小贴士希

望能够帮助大家合理

认识并有效利用保险

这种理财工具。

生命虽无价 保额却有度

生命是无价的。但是，

当你为自己购买人寿保险

以防范突然死亡带来的经

济风险时 ， 却必须 为自

己的生命 “估价 ”。 如何

估 价 ？ 个 中 大 有 讲 究 。

“ 寿 险 总 是 多 多 益 善 的

喽 ！ ”也许你会这么说 。

是的 ， 谁不渴望像 刘翔

那样能有

1

亿元的 意外

险保障 ， 但是谁又 能像

刘翔能够找到愿意免费为

其承保的保险商呢？ 保险

这东西， 是要先付了保费

才能获得保障， 一旦出险

才能够获得赔付。 再者，寿

险费率也不低， 若是买得

太多， 需要支付的保费也

是一大压力， 所以寿险保

额合适就好。

实际上， 购买寿险并

不是保额越高越好 。 多数

人购买寿险的目的， 是通

过死亡保险金的给付， 使那

些在经济上依赖他的人在他

死后可以保持与以前大致

相当的生活水平。 以下为大

家介绍两种确定寿险保额的

基本方法：“生命价值法”和

“家庭需求法”。

★

理财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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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价值法则”是以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作为依据，来考虑应

购买多少保额的寿险。 该法则可分为

3

步：估计被保险人以后

的年均收入，确定退休年龄；从年收入中扣除各种税收、保费、生活费

等支出后剩余的钱。 据此计算，可得出被保险人的生命价值。

有关生命价值法则还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 那就是根据

投保人的收入情况， 把每年的增长幅度计算进去， 再扣除通胀的因

素，计算出一个数值作为保额的参考，不过这个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

保额确定方法

1

“家庭需求法则”计算方式是，将至亲所

需生活费、教育费、供养费、对外负债等

费用相加，扣除既有资产，所得缺额作为保额

的粗略估算依据。 另外被保险人从企业、自己

之前购买的人寿保险处获得的一定的保险保

障也要扣除。

综合以上两种法则，苏先生合适的寿险保

额在

95

万元

-180

万元之间。 当然随着生活条

件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保额也应随之调整。

★

案例：比如，苏先生今年

30

岁，假设其

60

岁退休，退休前

年平均收入是

9

万元，平均年收入的

1/3

自己花掉，粗略计算他的

生命价值是：（

60

—

30

岁）

×

（

9

万—

3

万）

=180

万元。 那么这

180

万元即可以作为考虑现阶段购买多少寿险保额的参考值之一。

★

案例

:

仍以苏先生为例，再从家庭需

求的角度考虑寿险保额。 假设其家庭目前年

平均收入

13

万元左右， 每年最大支出就是

大约

3

万元的房贷，加上其他开支，总支出

5.5

万元左右，家庭现有一价值

40

万元的房

屋。 考虑到苏先生家最大的开支房贷要还

20

年，他还需要以保险补偿家庭未来

30

年

的开支， 那么确定他的家庭需求为：

5.5

万

元

×20

年

+

（

5.5

万元

-3

万元）

×10

年

-40

万

元

=95

万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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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孩子是自己的未来和希望，“买保险应该先给孩

子买”。有这种想法并且这样去做的大有人在，有调查显示，约有

80%-90%

的家庭给孩子都买了保险，但是这些家庭中孩子的父

母没有给自己买保险的占大多数。

父母往往这样想，孩子没有保护力，大人可以保护自己，所

以给孩子上个保险； 还有很多父母很感性， 他们很爱自己的孩

子，以至于有什么好东西就先给孩子，当听说保险好时，也先给

孩子买，认为这也像是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先给孩子买保

险，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理念。

这些父母爱孩子的心可以理解，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父

母才是孩子的保护伞！当大人在时，你怎么给孩子呵护爱惜都不

为过，可是孩子最大的风险就是父母出了意外，一旦真有这种情

况，你想过你的孩子怎么办吗？

爱孩子 就先保自己

★

投保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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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是北京的一个生意人，有一个当公务员的

妻子和一个

6

岁的女儿。 张某的生意做得很顺，家

庭条件很优越，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

2001

年，

在一位保险业务员多次拜访下，他终于答应让这位

业务员代理他的保险。 他给自己的女儿买了一份教

育险和一份分红型的养老险。 尽管这个业务员一再

对他说要先给他自己买一份保险

,

可他总是说，给孩

子买了就行了。 这样，他自己整天在外面跑却没有

任何保险。

2002

年的夏天，张某和妻子开车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时被一辆车从后面超车时撞上了，造成几车连

撞两人当场死亡，留下了一个年仅

7

岁的女儿……

除了孩子的妈妈是公务员有

800

元的丧葬费，

夫妻俩没有任何带身故责任的寿险。 而成了孤儿的

女儿的保费也没有来源了，不仅没有了父母，她的

教育险和养老险也中断了，再没人给交了。

★

案例

当孩子突然之间失去了父母， 她就失去了所

有的保障，因为在任何时候父母就是她的保障，作

为孩子的父母， 应该想到两人在的时候你能照顾

好自己的孩子，而当父母都不在的时候呢？ 所以给

大人先上充足的保险，是给家庭、给孩子的一份坚

实的保障。 爱自己的孩子，就先给自己一份保障。

★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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