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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该拿年终奖的时候了，
辛苦工作一年才换来的奖励必须
好好打理。理财专家建议，拿到年
终奖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
做好规划，按照资金的不同要求进
行合理配置。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年终奖
分成三份。第一份用于马上来临的
春节消费。给父母亲戚的红包、礼
物；买年货、置办新衣；跟朋友聚会
……这些都是近期一定会用到的开
销；第二份用于新一年工作、生活里
的大笔开支，比如报名考证班、出去
旅游、商业保险等；第三份是扣除前
面两份剩下的闲钱，可以用来进行
较长期限投资理财的本金。不论是
银行理财、还是各种基金，或者直接
投资股市，都可以结合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理性配置。但是，只有把
前两份钱安排好，这第三份钱才可
以投得踏实安心。

第一份钱
放进活期理财

用于春节期间花销的第一份

钱，并非只能躺在工资卡的活期账
户，还可以选择活期理财，既能赚
点儿小钱，也不影响花钱。

很多人都习惯把零钱放在支
付宝的余额宝和微信的零钱通。
二者均对接多家基金公司的货币
基金，客户买入后，就是购买了对
应的货币基金。这两款产品门槛
都较低，余额宝 1 元起投，零钱通 1
分钱就能买。交易日 15:00 之前申
请赎回，1 万元以下的资金当天就
能到账，7 日年化收益率大概在
2%-2.5%左右。

跟其他渠道销售的货币基金
不同，余额宝和零钱通除了可以
享受基金投资收益，还可以用来
消费。

除了支付宝和理财通，银行系
也有活期理财产品。打开各家银
行的 App，都会在理财产品项目下
发现“活期+”、“现金”等字样。相
比货币基金，银行系零钱理财产品
普遍收益率更高，使用更灵活，快
赎额度更大，有的甚至在假期也能
随时用于消费或转账。

记者查询多家银行在售的零
钱理财产品发现，目前不少产品的
7日年化收益率接近甚至超过 3%，
明显高于余额宝等货币基金的收
益水平。

比如，招行“朝朝宝”产品，最
新平均 7 日年化收益率 2.73%，1 分
钱起购，转账、取现、买理财、消费、
还信用卡都可直接使用，每日实时
快赎额度高达5万元。招行介绍该
产品“像活期一样用”。

平安银行天天成长 C 产品，1
万元起购，最新 7 日年化收益率为
2.9335%，交易日 15:30 前买入，就
可享当天收益，无需主动赎回就可
转账、消费或ATM取款，交易时间
赎回无限额，非交易时间实时赎回
额度每日最高30万元。持仓超过1
万元之后，追加购买仅需1元。

第二份钱
选择稳健理财产品

第二份钱是新一年会发生的
较大开支，可以根据使用时间，选
择 3 个月、6 个月、9 个月或 12 个月

的银行理财产品。因为本金不容
闪失，所以一定要选择风险较低的
稳健产品。

记者查阅多家银行的产品信
息发现，目前 9 个月—12 个月的稳
健性银行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普
遍在 3.8%-4.5%之间，部分优秀的
产品能超过 4.8%；3 个月、6 个月期
限的产品年化收益率也能达到
3.5%以上。这些产品主要投向债
券、非标债权、存款等固定收益类
资产，风险较低。

除了银行理财产品，债券型基
金也是稳健理财的渠道，也是投向
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第三份钱
考虑较长期限、风险较高投资

剩下的第三份钱，是一年内都
可能用不到的闲置资金，最适合理
财，可以尝试一下较高风险的金融
工具，博取较高收益。

国 际 上 有 一 个 通 行 的 投 资
100 原则，指的是 100 减去年龄，
就是投资于股票型偏股型等高风

险资产的比例。比如一个 30 岁
的人，可以将 70%的资产投资于
高风险基金，而一个 70 岁的人，
这个比例就要降到 30%了。当然
这个原则没有考虑个体的差异
性，如果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可以
自行在这个比例上降低。假设现
在你 30 岁，风险承受能力较强，
那么 70%可投资股票或偏股型基
金产品，剩余 30%可选择债基、货
基或银行理财产品。

如果投资股市，可以选择在春
节前动手。历年 A 股有“春节效
应”的说法，指的是 A 股市场在春
节期间的表现通常优于平日。万
得曾对 2010-2019 年期间 A 股市
场的春节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涵盖
了万得全 A、上证综指、深成指、上
证 50、创业板等十大指数。统计
发现不管是春节前 10 天还是后 10
天，十大指数的平均涨幅均为正。
区别在于节后风格分化加剧，小盘
指数中证 1000、中证 500 等的表现
更优。

（据《北京青年报》）

最近，居住在杭州东站附近的
张先生在订外卖时发现，到手的外
卖 袋 上 都 贴 上 了 一 道“ 安 全
锁”——外卖封签。

“符合规定的外卖封签应具备
拆启后无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
用的功能。”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
管局餐饮科副科长陈绍强介绍，杭
州东站万象汇街区有 30 家餐饮店
提供外卖服务，目前已实现了外卖
封签“全覆盖”。

陈绍强口中的外卖封签，是浙
江为保障外卖配送环节的食品安
全、防止外送餐食外包装在运送过
程中被人为拆启或意外破坏而采
取的一次性封口包装件。

近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正式
发布了《餐饮外卖封签规范使用指
引》，明确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若
店家不使用封签或只使用订书钉、
透明胶等进行简易封口，一经查
处，将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二百

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该《指
引》发布后，不少商家便提前用上
了“外卖封签”。

外卖餐食配送人员随机性大，
人为拆启、食物掉落后重新拾回等
情况时有发生，通过封签可避免食
品配送中被污染。消费者在拿到
餐饮外卖时，如发现外卖封签不完
整或破损，可拒绝签收，并可以通
过照片、视频等方式留证。“符合规
定的外卖封签应具备拆启后无法
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功能。”
陈绍强说。

杭州东站万象汇某奶茶店店
长饶津津说：“外卖封签的使用，既
保护了消费者的饮食安全，也保护
了我们商家和外卖员。在外卖出
现问题时，外卖封签可以帮助我们
厘清责任。封签的保存是否完好，
是判断责任在店家还是骑手的重
要依据。”

记者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台州玉环市已率先尝试

将外卖封签升级为外卖电子封
签。通过“物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技术，外卖电子封签外形像一
个升级版的封口夹，背面印有专
属的设备编号和二维码，在取餐
时上锁，送完餐后由消费者扫码
解锁。

除了外卖封签外，根据去年 9
月出台的《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
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外卖商家还
需要配备“阳光厨房”。网络餐饮

“阳光厨房”是指外卖商家在食品
加工制作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通过视频传输技术，使消费者在订
餐时可实时通过网络餐饮平台在
线查看加工制作现场视频。网络
餐饮“阳光厨房”让外卖商家后厨
加工公开化，倒逼商家位规范制作
加工过程，促进商家诚信经营，让
消费者点餐更放心。

消费者通过扫码，可看到商家
后厨监控、外卖封签等相关信息。

（据人民网）

浙江：3月起，外卖都须装上“安全锁”

年终奖分成三份 这样花更科学

1月 12 日，陕西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消费提
示称，近期，全国多地相继发生
进口火龙果、龙眼等水果核酸
阳性问题，表明进口水果存在
携带新冠病毒的风险隐患。特
殊时期，请广大消费者增强自
我防护意识，选择正规超市、卖
场、水果专营店购买进口水果，
拒 绝 购 买 来 源 不 明 的 进 口 水
果，尽量避免自行网购、代购、
海淘进口水果等。

陕西省市场监管部门提示，
选购进口水果时，请使用手机扫
一扫“陕冷链”溯源码查询水果产
地、来源、进口检验检疫信息，仔
细确认与实际包装信息是否一
致。

选购时请正确佩戴口罩和一
次性手套，购进进口水果或者接
收进口水果快递包裹后，要用酒
精或消毒湿巾对外包装喷洒或擦

拭消毒，处理完后立即清洗、消毒
双手，洗手前避免碰触口、鼻、眼
等部位，再根据水果特点选择合
适的清洗方式洗净后食用。

另外，请关注官方发布的进
口水果相关信息，不信谣、不传
谣、不造谣。如发现已购买涉疫
进口水果，应立即停止食用，并避
免接触，封存涉疫物品不要随意
丢弃，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备
物品的来源、品种等信息，配合相
关部门落实防控措施。

陕西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
如发现进口水果相关经营单位违
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违法线索，请通
过12315网络投诉平台（网站、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微信/支付宝小
程序），或拨打12315热线，及时向
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市场监管部
门将依法严厉打击妨碍疫情防控
的违法违规行为。

（据人民网）

多地发现进口火龙果等核酸阳性
提醒：尽量避免自行网购进口水果

事业单位注销公告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社会信用代码：123600007723700604）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同意，拟向江西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22年1月10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
权。

清算组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东一路219号
联系人：周珊珊,联系电话：0791-88402211
特此公告。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022年1月14日

江西俊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60万吨高岭土尾矿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江西俊玻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江西俊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60万吨高岭土尾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
见 稿 ： http://www.shanggao.gov.cn/zwgk/001014/20220111/
e6641a6d-4e79-4611-a047-dc45da994bb2.html；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泗
溪镇工业园区258号江西俊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及
其他组织。

三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名
称：江西俊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罗总；联系电话：13607052075；电子邮箱：si⁃
si2044@dingtalk.com；通讯地址：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泗溪镇工业园区258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车辆网络拍卖会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司将于2022年01月20日(周四)上午10时00分起，通过中拍

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采用网络竞价方式公开拍卖：赣CM2989别克林
荫大道车辆一辆。以现状拍卖，车辆拍卖不含车牌。1、即日起可咨询看样。看样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福州路197号院内停车场，联系电话：陈主任13517009277。报名请
登陆我公司网站、微信公众号本场拍卖会链接，车辆详情见标的介绍。2、网络报名
截止时间2022年01月19日(周三 )16:00时止，逾期将不能参拍；3、线下缴纳保证金
及报名费每辆车￥10500元（保证1万元+报名费500元），缴纳到账截止时间：2022年
01月 19 日 16:00时止，逾期将不能参拍。报名费一旦缴纳不能退回；4、请将竞买保
证金及报名费从报名人本人的银行帐户（要求同名）转账支付到账至江西国信拍卖
有限公司账户（户名：江西国信拍卖有限公司，账号：791903357610201，开户行：招商
银行南昌分行青山湖支行）。5、咨询电话：0791-88515888、18870028282 李先生

江西国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2年1月21日10时，在彭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逐一按

序公开拍卖公务用车7辆（北京现代、思威、丰田、起亚、别克）等车型，详单备索：
标的咨询展示时间：统一安排在2021年1月15日、16日看样。

看样地点：民生广场（彭泽县政府大楼前停车场），仅供外观展示。
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1月20日16时止。
竞买报名：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须

交纳竞买保证金 5000 元/辆（未竞得不计息返还）及拍卖咨询服务费 300 元 (不退)。
（保证金账户户名：彭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36050164125000000505，开户行：
建设银行彭泽县支行）

联系电话：18070529256 高队长（现场看样） 18170260010黄经理（拍卖报名）
江西润泽拍卖有限公司

铅山县新滩乡80MWp渔光互补光伏110kV送出线路
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铅山县新滩乡80MWp渔光互补光伏110kV送出线路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
现已编制完成。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要求，现向公
众公开项目有关环境保护的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1）电子
版报告表：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获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q2hZ7lD1lSU1vrRH49C1A；提取码：efuo。（2）纸质报告表：建设
单位：铅山县瑞宇光伏电力有限公司，通讯地址：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工业园区工业八路16号，
联系人：俞仲仁；电话：15779391711

二、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本次征求公众意见范围为以输变电工程两侧（起点为东经117°39′
28.566″、北纬 28°20′7.534″，终点为东经 117°40′26.001″、北纬 28°20′5.623″）30m范围
内的居民、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以及企事业单位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qq1kqyqY6LFbUeYfcqibA，提
取码：5nqd。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以实名方式，通过邮件、信函等向建设单位提交填写
详细意见或建议的公众意见表。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单位名称：铅山县瑞宇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单位地址：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工业园区工业八路16号，联系人：俞仲仁，联系电话：
15779391711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铅山县瑞宇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公 告
万年县利通物流公司与江西新四

茂农业科技公司合作成立的江西鑫四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各股东至今都
没有注资到位，故此成立的合作公司终
止对外运营，如违法操作，造成损失及
法律责任由行使股东自己负责，特此声
明 !

万年县利通物流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公 告
中耀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江

西中耀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瑞昌市杨
林中路（杨林湖大街-南环路）沥青 工
程，现已完工，请与该项目有关的债权
人及欠付的民工工资，材料商款、租赁
款自登报日起30日内与我公司联系人
办理登记手续，逾期我公司不承担任何

经济和法律责任。
联系人：应志鹏

电话：18079163994
2022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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