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懂两张财务表
本报记者 彭 江

★ 课 堂

【沥青期货】

作为全球首个沥青期货品种，沥青期
货有哪些作用？①价格发现，使价格公开
化、透明化；②为沥青企业提供风险管理
工具，规避道路建设中成本变化的风险；③
完善石油化工商品期货系列，提升我国石
油类商品市场国际影响力。

【消费倾向】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的一个经济概
念。意指消费者所获得的收入中用于消费
支出的比重及所包含的消费行为的倾向
性。如，某家庭收入为 300 元，决定将 240
元用于消费，则消费倾向为 80%。消费倾
向取决于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客观消费需
要和消费预期等因素。

【刺激总需求】

衰退和萧条之所以发生，多是因为社

会对物品与劳务的总需求不足。因此，在
经济下行压力大时，政府往往会出台一系
列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如增加政府公共支
出、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工具刺激
需求等，通过扩大需求带动供给，为经济
发展注入活力。

★ 茶 座

【乌鸦和兔子，你是哪一种】

乌鸦站在树上，整天无所事事。兔子

问乌鸦，我能像你一样，整天什么都不用干
吗？乌鸦说，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兔子
站在树下空地上开始休息。忽然，一只狐
狸出现了，他跳起来抓住兔子，把它吞了下
去。如果你想站着什么事都不做，那你必
须站得很高，非常高。

【老办法为啥不行了？】

新版乌鸦喝水：口渴的乌鸦发现一个
水瓶，它很快想到了办法，那就是小石头。
它在河边发现了石头，高兴地将其叼回来，
扔到瓶子里，然而当它叼最后一颗小石头

时，才发现自己就在小河边⋯⋯有时，我们
一味按既定框架埋头苦干，回过头，才发现
自己是干了件徒劳的事儿。

【分解“招聘”】

①没 有 一 双 勤 勉 能 干 的 手 ，不 要 。
②没有一把犀利快意的刀，不要。③没
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口，不要。④没有一
双兼听八方的耳，不要。⑤没有一种死
心塌地的轴，不要。⑥没有一颗虚怀如

“亏”的心，不要。
（文/王 琳整理）

▲ 在考虑风险因素后，合

理 负 债 是 可 以 提 高 投 资 效 益

的。不过需要记住的是，负债除

了能扩大收益也能扩大亏损，它

就是一个杠杆

▲ 利润表可以区分营业收

支与营业外收支，让投资者可以

准确判断公司的盈利能力

会计知识是与钱打交道的专业知识，会
计学也被称作“国际商务通用语言”，是商务
人士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如何快速简单
地掌握会计知识，做好个人理财呢？需要从
最基本的会计原理开始了解。在会计报表
中有两个重要报表，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
笔者就从这两个报表切入，为您揭开会计专
业知识的面纱。

第一张表：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有一个著名的恒等式，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别看这个等式简单，真正
理解它的人并不多。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
想买一套价值 200 万元的房子，但是只有 60
万元现金，于是找银行贷款 140 万元，买下了
这套房子。在这里买房人的资产是 200 万元
还是 60 万元？按照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这个等式，我们就能知道资产是 200 万元，负
债是 140万元，所有者权益是 60万元。

有人一看说，原来我的资产是我自己的
钱（所有者权益），加上借来的钱（负债），那我
就多多借钱，多多负债，让自己的资产越多越
好。可以吗？这就涉及到需要准确理解什么
是“资产”这个定义了。会计给予“资产”的定
义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
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的资源”。仔细研读这句话，我们得出判
断它是否为“资产”，关键是要看它未来是否
能带来经济利益。

再来看刚才那个关于是否负债的问题？
如果你的投资项目，你所买的东西未来能给
你带来经济利益，而这个经济利益又大于因
为负债带来的财务费用，你当然可以尽可能
多地负债。可是你所投资的项目，未来到底
能不能给你带来经济利益呢？这就不确定
了，这个不确定性就是会计专业所说的风
险。不确定性越大，风险就越大，反之亦然。
所以在进行负债时需要考虑风险的因素。在
考虑风险因素后，合理负债是可以提高投资
效益的。不过需要记住的是，负债除了能扩
大收益也能扩大亏损，它就是一个杠杆。我
们经常说的降低杠杆其实就是降低负债。

在行业内专门有一些比率用来反映负债
是否合理，比如说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

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
率，用来衡量企业流动资产在短期债务到期
以前，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还负债的能力。

一般说来，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
变现能力越强，短期偿债能力亦越强。一般
认为流动比率应在 2∶1 以上，因为当流动资
产是流动负债的两倍时，即使流动资产有一
半在短期内不能变现，也能保证全部的流动
负债得到偿还。所以，在贷款买房时，很多
理财师向购房人给出的建议是，个人的收入
应该是每月月供金额的两倍，以防范月供断
供风险。

再来看速动比率。速动比率是速动资产
与流动负债的比率。一般认为速动比率应在
1∶1 以上。用流动资产减去存货就是速动资
产。因为存货相对于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
收票据而言变成现金的能力比较差。

不管是流动比率还是速动比率，说的都

是你应对短期债务的能力。在个人理财安排
时需要合理考虑，不要死套公式。因为如果
按照理财师的建议，在房价不断上升的情况
下，按照月供金额是收入的一半来机械操作，
就有可能永远也买不起房。

第二张表：利润表

利润表的形成也有它的一套逻辑。营业
总收入-营业总成本=营业利润。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利润总额。利润总
额减去所得税费用等于净利润。这里的专业
名词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

公司营业了，营业收支相减就是营业利
润。再加减营业以外部分收入与支出后就形
成了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减去交给国家的税

就是公司的净利润。
利润表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么区分营业

收支与营业外收支。之所以这么区分是为了
准确判断一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就个人而
言，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盈利能力，当然是看他
平时的收入，比如工资收入啊，兼职收入啊。
如果突然有一天，这个人把家里的古董卖了，
把家里的旧家具卖了，虽然当期有不少资金
流入，我们不能说他的盈利能力提高了。正
是这种区分，让投资者可以准确判断公司的
盈利能力。而作为个人而言，应该努力学习
进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升自己的工
资，获得更多的收入，勤以持家，不追求奢靡
消费以降低支出。这样就能提高你个人的营
业利润，而不要寄希望买彩票卖祖产这些“营
业外收入”。

信托收益下跌的趋势还在延续。用
益金融信托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份，集合信托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
益率为 6.12%，环比减少 0.15个百分点。

“如果延续目前的下跌速率，3 月份
集合信托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跌破 6%。”
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研究员石文荣说，而
且，2 月份集合信托产品平均期限继续趋
于短期化。

对于集合信托产品收益下行，业内人
士认为是多方面因素影响形成的。普益
标准研究员罗皓瀚说，市场流动性相对充
裕，而可投资的优质标的相对较少，随着
融资渠道的增多，信托渠道的收益即有一
定下降。石文荣认为集合信托产品收益
下行的原因在于期限短、收益低的金融领
域集合信托产品占比越来越多，而基础产
业信托等收益相对较高但期限较长的集
合信托产品占比逐渐减少。

那么，集合信托产品收益下行的趋势
今年会有所改变吗？“短期内集合信托产
品收益率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但空间不
大。从长期来看，伴随着信托业转型升级
的深入以及经济发展趋稳，同时基于去杠
杆、抑制资产泡沫的监管思路，预计集合
信托产品收益下行的趋势将有所缓解，有
望企稳回升。”罗皓瀚说。

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研究员帅国让
认为，近一年来集合信托产品收益呈下滑
趋势，但降幅已有所放缓，在货币政策保
持稳健中性以及去杠杆等背景下，预计未
来集合信托产品收益或有小幅回升。

长期以来，集合信托产品收益率一直
在理财市场上一枝独秀，但目前与其他理
财产品的收益水平差距在缩小。罗皓瀚
说，未来信托公司会增加更多浮动收益类
信托产品，研发权益类项目，包括股权投

资、期权等，给投资者更多选择，也增强信
托公司自身主动管理的能力。

不仅收益持续下行，2 月份集合信托
产品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双降。据用益金
融信托研究院统计，2月份共有 51家信托
公司发行 428 款集合信托产品，发行数量
环 比 下 降 37.24% ，发 行 规 模 环 比 下 降
44.68%；从成立情况看，有 46 家信托公
司成立 413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数量环
比 下 降 25.58% ，成 立 规 模 环 比 下 降
39.91%。

“收益水平不断下降，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到集合信托产品的募集与发行。当
前信托公司受到资金端和资产端的双重
压力，募集资金难度加大，成立规模有所
下滑。”罗皓瀚说，信托公司需继续积极主
动转型，开展业务创新，以独特的产品设
计来应对收益率下行的情况，加强消费信
托、家族信托、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的开
展。对于投资者而言，建议不要将信托收
益率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宜选择适合自
身需要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帅国让说，信托产品相较其他理财产
品依然存在一定制度优势，比如灵活的交
易结构等。信托公司一直在进行转型探
索，投资者也应转变投资理念，未来固定收
益类信托产品会有所减少，取而代之的是
权益投资等浮动收益类信托产品的增多。

分领域来看，2 月份，基础产业、金
融、房地产和工商企业等领域集合信托产
品的成立规模均环比下降；规模占比上，
金融领域集合信托占比最高，达到 39%，
基础产业领域集合信托占比最低，仅为
5%。“基础产业信托成立规模萎缩，主要
是有部分政信项目已转向 PPP 模式，通
过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进行融资。”石文
荣说。

集合信托年收益率逼近6%
本报记者 常艳军

理财是有门道的。虽说“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但如果理不好，财照样不理我
们。不少人可能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段子，
请数一下 2016 年的败家行为：一，炒股；
二，创业；三，卖房；四，卖房炒股；五，卖房
创业。这个段子有些腹黑，但是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炒股并不是一种合适的理财方
式。那么，怎样的理财才是合适的呢？

“认识你自己”，这是阿波罗的智慧。在
理财之前，“认识你自己”变成了合理评估自
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比如，综合投资目标、
投资年龄、风险偏好、理财产品变现能力等
因素，设计一个适合自己的理财规划。

举例来说，年龄在 25 岁至 35 岁之间
的年轻人，事业处在成长期，追求收入增
长，家庭收入也会逐渐增加。这个阶段的
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钱不够用。一
方面，年轻人喜欢交际，喜欢尝试新事物，
这都构成了家庭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
一方面，孩子可能已经出生或者正准备宝
宝的到来。同时，这个阶段，很多人都面
临着数额较高的按揭，尤其是在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此外，不少人会选择继续学
习深造，学习资料、培训费用都是需要考
虑的。

因此，这个阶段理财比较适合的方式
是货币基金和定投。因为这个阶段结余
有限，所以需要采取兼顾安全、收益、流动
性和门槛低的投资方式。另外，处在这个
阶段的人，价值处在上升时期，风险承受
能力比较强，可以选择投资股票等风险回
报较高的品种。

每个理财人身后都站着一个家庭，因
此家庭理财规划中，合理的配置资产是最
重要的。这样不仅可以通过不同投资工
具的对冲规避风险，也能在稳健的基础上
寻找到更有效率的增值。

配置资产的比例更为重要。那么，是
否有标准可以参考呢？“标准普尔家庭资
产象限图”把家庭资产分成四个账户，这
四个账户作用不同，所以资金的投资渠道
也各不相同，并且按照固定合理的比例进
行分配。

其中，第一个账户是日常开销账户，
也就是要花的钱，占家庭资产的 10%左
右，一般是家庭 3 个月至 6 个月的生活
费，通常会放在银行活期存款或货币基金
中；第二个账户存放保命的钱，一般占家
庭资产的 20%，此账户专门解决突发的
大额开支，用途为购买商业保险；第三个
账户存放生钱的钱，也就是投资收益账
户，一般占家庭资产的 30%。这个账户
的使命是为家庭创造高收益，因此需要购
买高风险资产，这也需要理财者投资自己
比较熟悉的品种，比如股票、分级基金等；
第四个账户安放保本升值的钱，也就是长
期收益账户，通常占家庭资产的 40%，主
要是为保障家庭成员的养老金、子女教育
金、留给子女的钱等。这些钱是一定会用
的，而且需要提前储备。账户的特点决定
了一定要保证本金不能有任何损失，并要
能够抵御通货膨胀侵蚀。所以收益不一
定多高，但却需要长期稳定。

当然，根据家庭所处的不同阶段，适当
调整配置是必要的。比如，对于独立生活的
老人来说，保值增值是最重要的，对风险需
要极度厌恶，此时投资股票等不太合适，而
债券或者债券型基金是比较合适的。

著名投资人巴菲特曾说，一生能够积
累多少财富，不取决于你能够赚多少钱，
而取决于你如何投资理财，钱找人胜过人
找钱，要懂得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
工作。想让钱为自己工作，不妨现在开始
为自己定制一份理财计划吧。

为自己定制一份理财计划
本报记者 温宝臣

会计专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思

想，就是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而这个会计

思想贯穿了整个投资决策的始终。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本能地知道这个道

理。一般而言，有人找你来借钱，如果一年后

不给利息，原本还给你，大概是只有非常好的

亲戚朋友你才会借。为什么呢，因为划不

来。起码，用这些钱存银行可以有银行存款

利息。如果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是 2.5%，

那么 1 万元一年后就是 1.025 万元，两年后就

是 1.0506万元。就是说按照 2.5%的贴现率来

计算，2 年后 1.0506 万元，1 年后的 1.025 万

元，才等于今天的 1万元。

当然贴现率可以按照银行存款利率来计

算，也可以按照别的值来计算。当你进行投

资决策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贴现

率，计算是否值得投资。在投资中，大量的计

算都是围绕资金的时间价值转换进行的。比

如说，一个投资项目，是从投资第二年开始，

连续五年稳定产生现金收入。第二个投资项

目，从第三年开始连续三年大量产生现金收

入。这两个项目到底如何选择呢？在计算出

这两个项目未来产生现金流转换成今天的现

值后，就能一目了然做出选择了。

就个人而言，经常会纠结是否需要提前

归还房贷。而知道资金的时间价值后就很好

做出选择了。如果你的理财收益率高于银行

的贷款利率，你的贴现值比银行的贴现值要

高,你大可不必提前归还房贷。而一些信用卡

贷款中，采用每月归还等额本金，并按总额本

金计算贷款利息的方式，比如借12万元一年期

贷款，按月归还1万元本金。采用这种方式，实

际上12万元本金使用时间只有半年，所以实际

利率翻了一倍，这时，需要将贷款名义利率转

换成真实利率计算。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在

复杂的投资中做出正确的比较与选择。

算好资金的时间价值
彭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