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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居民漫长的理财历

史之中，储蓄一直是人们的首选

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消费

观念不断变化 ，不少人对储蓄

理财的重要性越来越淡化 ，但

储蓄仍是理财之道的基础，储蓄

有着其他理财类产品所不具备

的特性：

★

安全可靠，存取方便，回报

稳固。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储蓄

需要坚持的原则就是计划性，这

里的计划既包括坚持储蓄， 也包

括做好储蓄的种类选择、 期限及

金额等计划。 如下是一些简单而

又实用的储蓄方法， 希望给您的

理财生活带来一些启示。

之储蓄篇

理财之道 始于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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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二

存单法。 这种

方法尤其适合

工薪阶层，其操作方

法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

设定每月存入的金额，以不

影响生活为原则。 比如每月收入

5000

元，则可考虑每月存

1500

元，存期为定

期一年，这样一年以后就会每个月都有

一张存单到期，把那张到期存单的钱取

出来再加上当月要存的钱一起再存起

来， 这样既不会在用钱的时候没有存

单， 同时到期也享受了比活期高的利

息。 别小看这种固定的存款方法，当你

存够一定时间后就会发现这样积累的

财富大大多于你的预期，这其中复利产

生了很大的作用。

一、交替法。 假设现在你手中有一笔闲置资金，你可将这笔资金

平分为两份，分别按半年、一年档存入银行，若在半年期存单到期后，

有急用便取出，若不急用便也按一年期档次再存入银行，注意选择为

自动续存，这样两张存单的循环时间为半年，若半年后有急用便可以

取出任何一张存单。这种方式适用于中等收入家庭，如果对基金股票

投资不感兴趣，选择交替法便可以使资金比较灵活，而且可以获得比

活期储蓄更高的利息。

假如你手中的闲钱较多， 而且一年

之内没有什么用处的话， 交替储蓄法则

会比较适合你。

这 种 储 蓄 方

式不 仅不会影 响

到你 日常的用 钱

需求，还能让你取

得比 活期储蓄 更

高的利息收入。

专家点评：

专家点评：

储蓄理财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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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知存款法。这

种方法适 用 于 那 些 近

期需要用钱但又不能

确定具体用钱时间的

家庭 ， 通过一日 或七

日 通 知 存 款 的 方 式 ，

可以获得比活期储蓄

更高的利息 ， 而 在用

钱之前与银行做好约

定就可以了 。 工商银

行还提供了通知存款

的 自 动 转 存 服 务 ， 您

可以对通知存款的本

金和利息进行自动滚

存 ， 您将不仅可 获得

通 知 存 款 的 较 高 利

率 ， 还可以适时 支取

存款 。

通知存款利率不如定期， 但远

远高于活期，同时存期灵活，适合近

期用钱但时间又不确定的居民采

用。储蓄理财相比一切投资手段，它

忠实地为您留下预期的果实， 是您

永远的避风港湾。储蓄也是投资，成

功使用储蓄工具的关键在于合理运

用。只有养成了良好的储蓄习惯，才

能形成家庭坚实的保障， 随后的其

他理财计划才能更好地展开， 家庭

生活也将更加艳丽多彩！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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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过日子都会遇到急用钱的事， 而在此时多数人家持有的定期

储蓄存单一般都不可能正好到期。 这些人家往往只好把自己的定期储蓄

存单提前支取，以应燃眉之急。

比如李女士手头有一张半年前存入银行的

5

万元存单，存款期

限为

5

年，但现在需要其中的

1

万元急用，银行将给李女士提前

支取出

1

万元存款，这

1

万元按照活期利率计算，而其余

4

万

元，银行还会按照定期利率支付利息。

如果人们在定期存款到期后不去银行进行储蓄存款转存， 储蓄存款超期部分银

行就会按活期利率计算利息，如此，势必会损失不少利息收入，如果存款金额更大一

些、逾期时间更长的话，蒙受的利息损失就会更大。 为此，为避免这些不必要的损失，

人们在存定期储蓄存款时，要多采用与银行约定“自动续（转）存”的方法，银行对自动

续（转）存的储蓄存款以转存日的利率为计息依据，转存时，都会把原来储蓄存款的本

和利都按约定续（转）成定期储蓄存款。 这样既可避免到期后忘记转存而造成不必要

的利息损失，又能为人们省去多跑银行进行转存奔波的辛苦。 如果是遇到降息，自动

续（转）存方式也可保证定期储蓄存款到期后储户的利益。 一旦及时给予了自动（续）

转存，而该笔储蓄存款期限较长、金额又较大，就会为储户带来非常可观的收益。

急用现金用“部分提前支取”

定期存款要约定

———“自动续（转）存”

提前支取现金，方法不同，利息损失也

就会不同， 所以在提前支取时考虑如何支

取很重要。 因此，为减少利息损失，在进行

提前支取时最好采用这种“部分提前支取”

方式。

★

点评

储蓄理财小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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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女士是某大型央企中层领导，同时又是家庭财务主管。 过去，

由于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打理工资账户，每半年才会集中将工资转

为定期存款，因此大量的资金都闲置在活期账户中。 现在，通过办理

“定活通存款计划”，工行计算机系统将在每月固定日期检查郭女士

的工资账户，当工资账户资金超过指定金额时，系统自动将超出金

额转存为定期存款。 当郭女士因为消费或取现而卡上余额不足时，

定期存款将自动转为活期存款，避免活期账户余额不足的尴尬。

在居民储蓄理财过程中，人们往往期望得到定期存款的收益，更希望获

得活期存款的便利，如何解决活期存款利率太低而定期存款又无法保证资金

流动性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 各家银行相继推出了“智能理财”产品，从某种

程度上实现了“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效果。

以工行的“定活通”存款计划为例。 客户签订“定活通理财协议”，可每月

将活期账户的闲置资金转为定期存款，当活期账户因刷卡消费或转账取现（他

行

POS

刷卡与他行

ATM

取现除外）而资金不足时，定期存款将自动转为活期存

款，从而满足客户对定期存款收益与活期存款便利的双重需要。

因此，在储蓄理财过程中应善用银行的各种“智能理财”计划，

巧妙地实现资金收益性和流动性的双赢。

智能理财

———要收益 更要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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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基金、 股票等理财产品很

多，但退休的苏女士更倾向把手中的闲钱

存起来。 而且苏女士不善于保管存单，于

是总是将几个存单取出后累计成一笔，变

零散小存单为一张大存单。 以为这样方便

保管的苏女士近来反而更烦恼，因为利息

变化快，她计划把大存单上的存款重新取

出改存，又怕因此损失利息，另外有急事

想取款时，苏女士心疼损失的利息。

像苏女士一样，一些市民喜欢把几张

定期储蓄存单一起进行转存，让自己拥有

一张“大”存单，或拿着大笔的现金，到银

行存款时只开一张存单，虽说这样做便于

保管， 但从人们储蓄理财的角度来看，这

样做有时会让自己无形中损失“利息”。 我

国《储蓄管理条例》除规定定期储蓄存款

逾期支取部分按当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

蓄利率计算利息外，还同时规定定期储蓄

存款提前支取，不管时间存了多长也全部

按当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

算利息。

一些储户的定期储蓄存款尚未到期，

但急着用钱需提前支取全部或者部分存

款时，可能会造成利息损失。 建议可以将

资金拆分为多笔小额资金并分别存为不

同期限的定期储蓄存款。例如，可将

10000

元分为

1000

元、

2000

元、

3000

元和

4000

元，分别存为三个月、半年、一年期和二年

期的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并设置为自动转

存。 这样的话，一旦利息损失才会减小到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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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别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