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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牌價，感覺似被“扒了一層皮”。如果

持銀聯卡回國消費，那麼要比使用其他國

際信用卡在還款時少支付一筆貨幣轉換

費。銀聯方面隻按規定匯率進行貨幣轉

換，不收取任何貨幣轉換費用。

進一步提高用卡安全
近年來，中國各地信用卡被盜刷的事

件層出不窮，而盜刷手段也不斷翻新，五

花八門。信用卡在為消費者提供快捷、方

便的同時，也變得“陷阱重重”。“危機四

伏”之下，持卡人如何確保自己口袋裡的

卡不被盜刷？據了解，中國工商銀行東京

分行發行的銀聯卡採用IC芯片設計，進一

步提升用卡安全性。

理財方法更多彩
中國工商銀行東京分行針對華人及日

本商旅人士推出了雙幣借記卡，日元、人

民幣雙幣賬戶之間可以自由兌換，為金融

敏感人士提供了一種外匯理財的便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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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談投資』

曾幾何時，在日華人回國探親都不忘

隨身攜帶大量現金，習慣了把現金藏在貼

身衣物裡的小心謹慎。而對如今的在日華

人而言，“一卡在手、走遍天下”的便利支

付成為現實。

最便利的支付方式
在日華人不少都有這樣的經歷：回國

拿著一張非銀聯信用卡，到處找能用的

ATM；在酒店大堂一連刷了兩張卡，均被

告知外卡不能用。“請問您用現金還是刷

銀聯卡？”對於這樣的詢問，如今的中國

人早已不感陌生。在日華人回國如果沒有

一張銀聯卡會被看做“外星人”。銀聯卡已

經滲透到消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國的

大中城市手持一張銀聯卡，足以保證能衣

食無憂、暢行無阻。

最經濟的支付手段
在日華人回國，常會因兌換貨幣而煩

惱。機場、酒店匯率都不合適，比起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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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有波動，投資當謹慎。最近一段

時間，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次令人驚心動魄

的股市大起大落之後，很多投資者開始考

慮能夠減小投資風險的策略和方法。大多

數投資者都知道一個防范風險的概念，就

是“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也就是說

資金應該分散購買多個證券。那麼，假如

來場金融風暴，如2008年那場百年不遇的

危機，即便雞蛋已經分散到多個籃子裡，

恐怕也會在同一時間被摔掉的。因此，僅

僅分散個別價格波動風險還不夠，還應當

防范時機風險，也就是說要把資金投入證

券的時機也分散開，具體來說，就是把資

金分成若幹份，然後每隔一定時間就投入

一份，這種方法的特點就是定期定額分次

追加投入，通常俗稱“定投”。例如：每月

投入10萬日幣購買一組按一定比例配搭好

的基金，就屬於定投的方法。

這種定期定額投資策略可以說是相當

省時省力的投資方法，隻須選好目標基

金，按時購買即可，即隻要委托理財服務

公司幫助設定好定投交易計劃和日期間

隔，每月通過信用卡自動劃款到理財賬戶

就可搞定。同時這種投資策略還可以避免

不小心買在高點的擇時風險，長期運用更

可攤低購買基金的成本，因此在在國際

上，基金定投是許多投資者的首選投資策

略。

由於基金定投基本上大都採用小額分

批跟進的模式，如果參照儲蓄類別做比喻

的話，類似於零存整取，基本要求是构建

長遠計劃，突出長線投資理念。有了這個

認識，往往能幫助投資者擺正投資心態，

不去過於注重短期漲跌調整，避免不必要

的非理性交易造成額外的損失，並且長期

投資更能發揮定期定額的復利效果。同

時，由於定投在低位整理型市場中反而可

以趁機低位加倉，從而攤低單位購買價

格，因此對比在同一市場條件下會表現出

一籌莫展的單筆投資模式，定投可以有效

吸收市場下跌對資產的負面影響，因此表

現出較堅韌的抗跌防守能力。事實上，經

過兩三個經濟周期的洗禮，人們往往會發

現定投的收益反而超出單筆投資。

那麼，都哪些人適合基金定投呢？

1、每月有一定盈余的工薪階級：

大部份工薪族家庭到手的工資在扣除

日常生活開銷後，所剩金額往往不多，因

此小額的定期定額投資方式最為適合。而

且由於工薪族大多無法時常親自在營業時

間內跑去金融機构辦理申購手續，因此設

定於指定帳戶中自動扣款的定期定額投

資，對工薪族來說是最省時省事的方式。

2、為人生規劃籌備未來資金的個人和

家庭：

例如：三年後須付購屋首期款、二十

年後子女出國留學的基金，乃至於三十年

後自己的退休養老基金等等。在已知未來

將有大額資金需求時，提早以定期定額小

額投資方式來規劃，不但不會造成自己經

濟上的負擔，更能讓每月的小錢在未來變

成大錢。

3、不喜歡承擔過大投資風險者：

由於定期定額投資有投資成本加權平

均的優點，能有效降低整體投資的成本，

使得價格波動的風險下降，進而提升獲利

的機會。另外，在已擁有單筆投資的情況

下，通過建立定額定投可以用來“對沖”由

市場回落或市場低迷給所導致單筆投資的

損失，防范資產縮水。

基金定投需要遵守以下原則：

1、設定理財目標。

   每個月定時定額扣款，價位高時買

進的口數少，價位低時則買進的口數多，

這樣可分散進場時間。這種“平均成本法”

最適合籌措退休基金或子女教育基金等。

2、量力而行。

法。

刷工行銀聯卡贏機票
恰到好處地運用銀行產品，不僅能帶

來便利，而且還可以節省下不少開支。中

國工商銀行東京分行今年 7 月起隆重推出

“悅刷悅精彩，好禮贏回家”優惠大酬賓活

動。工行將依托強大的中國銀聯網絡平

台，結合華人華僑的消費特點，推出多重

好禮。活動時間將延續到13年12月末，30

名持卡人將有機會贏得中日往返機票。

         （詳情請參閱一版廣告）

2002年3月，中國銀行卡聯合組織—

—中國銀聯正式成立，銀聯卡快速普及應

用。雖然隻是一張小小的塑料卡片，但它

在中國大地上，引爆的卻是一場由紙幣現

金到銀行卡的支付革命。

截至2012年底，中國累計發行銀行卡

超過35億張，其中統一標識的銀聯卡累計

發卡量達30.1億張，服務於全球最大的持

卡人群。

在銀行卡發行規模迅速發展壯大的同

時，銀行卡受理市場包括聯網商戶、聯網

POS終端和ATM終端也持續保持高速增

長。截至目前，中國境內聯網商戶300多

萬戶， ATM機近40萬台；境外銀聯受理

網絡已經延伸至142個國家和地區，覆蓋

境外超過1000萬家商戶和100萬台ATM。

從2005年末中國銀聯進入日本，銀聯

卡受理領域已從中心城市的賓館、酒店、

餐飲、商業零售逐步擴大到地方的旅遊景

區，圍繞著滿足中國人多元化的用卡需

求，一個范圍更廣、領域更寬、渠道更豐

富的銀聯卡受理環境正在形成。銀聯卡作

為重要的非現金支付工具，其交易的安

全、快捷、便利擺脫了現金攜帶的制約，

使來日華人消費決策更加快速，消費意愿

更加強烈，消費行為更加活躍。這讓日本

商家驚呼：日本已開始進入銀聯卡消費普

及期，中國的銀聯卡支付時代已經到來。

銀聯卡日本受理環境正不斷完善，目

前，日本三成以上約7萬台取款機可用銀

聯卡提取日元現金，可受理銀聯卡的日本

商戶也已接近20萬家。在東京、大阪、沖

繩、九州、北海道等中國遊客經常到訪的

區域，特別是東京的銀座、新宿、秋葉原

以及大阪的心齋橋等繁華街區幾乎都可使

用銀聯卡。

如今，來日觀光客中，不僅僅大陸華

人持有銀聯卡，連港澳台來的客人也喜歡

用銀聯消費。據統計，在日本持銀聯卡結

算的客人中，有兩成是香港人。銀聯卡在

亞洲區域使用已非常廣泛。

定投一定要做得輕鬆、沒負擔，最好

先分析一下自己每月收支狀況，計算出固

定能省下來的閒置資金，然後最多用閒置

資金的一半放到定投中。

3、選擇有上升趨勢的市場。

超跌但基本面不錯的市場最適合開始

定投，即便目前市場處於低位，隻要看好

未來長期發展，就可以考慮開始投資。

4、投資期限決定投資對象。

定投的時間復利效果分散了股市多

空、基金淨值起伏的短期風險，隻要能遵

守長期扣款原則，選擇波動幅度較大的基

金其實更能提高收益，而且風險較高的基

金的長期報酬率應該勝過風險較低的基

金。如果較長期的理財目標是5 年以上至

10年、20年，不妨選擇波動較大的基金，

而如果是 5 年內的目標，還是選擇績效較

平穩的基金為宜。

5、持之以恆。

   長期投資是定投積累財富最重要的

原則，這種方式最好要持續5 年以上，才

能得到好的效果，並且長期投資更能發揮

定期定額的復利效果。

6、掌握調整投資組合的時機。

   定投內容的調整要根據市場情形來

決定，比如某些基金已經投了2 年，市場

也上升到了滿意的點位，並且分析之後行

情可能將進入另一個空頭循環，那麼最好

先行沽出該基金獲利了結。特別是當您即

將面臨資金需求時，例如退休年齡將至，

就更要開始關注市場狀況，預先加大風險

控制力度，投資組合策略目標改為保成。

7、善用部分解約，適時轉換基金。

開始定投後，若臨時必須解約贖回或

者市場處在高點位置，而自己對後市情況

不是很確定，也不必完全解約，可贖回部

分份額取得資金。若市場趨勢改變，可轉

換到另一輪上升趨勢的市場中，繼續進行

定期定額投資。

8、要信任專家。

開始定投時不必過於在意短期漲跌和

份額數累積狀況，盡可能多聽聽理財專家

的意見。

境外銀聯受理網絡已經延伸至142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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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異鄉不要一人煩惱，讓我們做您的好朋友

                     分擔您的憂愁、分享您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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