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女成长四桶金
教育金婚嫁金创业金养老金理念导入



妈，我收到哥伦比亚大学的
offer了。
南航也通知下周去报到。
我还是想出国，再继续深造。

妈，我已经投了7份简历
北京机会多
您放心，我马上就能找到工作
为您和老爸分忧解难

幸福是孩子有个灿烂的前程
不用为了找份工作奔波担忧



幸 福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指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喜悦的心理情绪。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
子。爸爸妈妈，谢谢您们给我
创造的一切。

我没车，没钱，没房，没钻戒，但
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我会努力
给你最好的生活。

幸福是孩子有个美满的婚姻
不用为了聘礼嫁妆辛苦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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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孩子随时有笔创业资金
不会因为缺钱而让梦想破碎

今天，我的公司上市了！我要感谢
父母当年的睿智决定，感谢他们留
给我的一笔创业资金。

虽然梦想很遥远，但是我不会放弃。
等我攒够了本钱，就去开公司，终有
一天，我会在纳斯达克上市敲钟的。



幸福是自己老去时生活也可以
丰富多彩，而不仅是一日三餐

老头子，真开心，感觉我们回到了
年轻时热恋的那会儿。当时也是你
拉着我的手在海边旅游。

还要等两个小时才能吃晚饭。隔壁邻
居的小花姑娘真懂事，这个时候给我
送来这么好吃的橘子。



幸福是凭自己的努力可以庇荫子孙，
而不需要他们白手起家

今天生意不好，摊位摆了一整天，
只赚到五十块，啥时候能挣到大钱呀

王家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大家族，
从爷爷那辈开始就有了很大的家业



幸 福
幸福人生的每一阶段都离不开“钱”

有土地、房子

有钱

有衣穿

“一口田”是指
有一份值得自己
耕耘的事业。

子女的教育、婚嫁、创业和自己的品质养老、财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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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划的是蓝图，没有规划的是拼图。

有规划的是步步为赢的棋局，没有规划的是步步惊心的赌局。

幸福的人生从来不是上天随机安排，
         ——需要的是规划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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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规划图

青少年：接受期 中年：拼搏期 老年：享受期



子女成长过程需要提前规划“四桶金”

教育金 婚嫁金 创业金 养老金

18岁-25岁
上大学/读研
/出国留学

22岁-30岁
结婚聘礼/嫁妆
婚房、汽车等

25岁-30岁
找工作

创业投入

55岁-65岁
有钱又有闲
的品质养老



第一桶金：教育金 人分三、六、九等，

孩子接受什么的教育，

决定了未来可能的阶层。

准备多少金额的教育金，

决定了什么样的教育资源。

在任委员
退休常委

实权省部级干部、
退休委员、大富商、

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
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贵富商等

地厅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
医生、名律师、高校校长、中等企业主等

小企业主、处级、教授、中等职业经理、
大城市多套房地主、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

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年教师、普通自由职业者、
一般的医生、律师、工程师、大个体户等

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人员、小个体户、城市本地市民等

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

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

1
2

3
4

5
6

7
8

9

上层社会（1-3）
中层社会（4-6）
底层社会（7-9）
注：社会阶层分类仅供参考



从“朱砂开智”到“弱冠成年”，父母都能一直守护在孩子身边，但18岁后，孩子将离开父母
独自去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父母能做的就是为孩子定制一份专属的礼物。他将来能
飞到哪里，都有父母背后的财力支持。

教育金：为孩子的未来定制的专属礼物！

孩子的努力离不开父母的财力，
为孩子准备的教育金越多，孩子的成长空间越大。

为刚入学的孩子的额头正中
点上红痣，寓意孩子从此眼
明心明，好读书，读好书。

朱砂开智 弱冠成年
为成年的孩子戴上帽子，寓
意从此成年，成为国家和社
会的动力。

读大学
读研究生

出国留学 20万

10万
5万

未来的教育费用也是水涨船高，
为孩子的成长，父母愿意给最
好的。

参考数据



120万-150万

婚房首付100万 婚礼5万 婚纱照1万

蜜月5万 轿车首付10万 聘礼/嫁妆

根据各地风俗和家庭情况不同，结婚成本有所不同，
按照社会公认的结婚必备条件，在河南至少要花掉：

第二桶金：婚嫁金

孩子婚嫁时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婚姻
没有物质保障的婚姻是艰辛和无奈的。



第三桶金：创业金
给我一笔创业金，
我将收购整个地球。

ü 马云年轻时找工作，25人应聘肯德基，
      除了他，其他24个人都被录取。
ü 在得到软银投资后，马云创立了阿里巴巴，

20年后，他投资了肯德基。
ü 两种不同的人生就在于人生关键阶段
     是否有一笔事业启动资金。

也许并不是每个孩子将来都能成为马云，
但作为父母，要给孩子一个成为马云的机会。

草根
逆袭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无论孩子将来上大学、留学、结婚、创业，
走到人生哪个阶段，背后都有父母的财力支持。



时间不一定成就伟人，但一定会造就老人。
养老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人生命题。

第四桶金
养老金



截至2011年末，中国
内地60岁及以上老人有
1.85亿，65岁及以上
人口也达到1.23亿，占
总人数的9.1%，规模
超欧洲老年人口的总和，
中国的老龄人数已经占
世界首位。

未来养老形势有多严峻？

数据来自《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6）》

我国社保特点是“广覆盖，

低保障”。养老金替代率

只有在60%-70%上方可

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而我

国不足50%，则退休后生

活水平会大幅下降。
支付已退休人员

养老金（现金支付）

公
司

支
付

工
资

总
额

的
20

%

个
人支

付8%

统
筹
基
金

个
人
账
户

统筹基金
不足，国
家用个人
账户补足。
个人账户
亏空3.6
万亿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巨大的老龄人口决定社保“只能保不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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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养老要多少钱？

问

李先生两口子今年都是30岁，计划60岁退休，规划养老30
年，

他们退休后想过每月10000元生活，年通胀率2%。

10000x12x(1+2%)30x30= 652万元



如何实现子女成长四桶金的财务目标呢？
如何实现财富传承第五桶金的财务目标呢？

子女成长四桶金是不能缺位、不能挪用、不能缩水的长期财务目标

幸福人生的
刚需准备教育金 婚嫁金 创业金

+ + =
养老金

+

思考：



准备人生五桶金正如爬坡，越早规划越轻松。

假设要为孩子准备100万，以年化收益率4.5%来计算：

Ø 20年前，准备这笔钱需要投入41万

Ø 10年前，准备这笔钱需要投入64万

Ø 5年前，准备这笔钱需要投入80万

方式一：提前规划

您是愿意做早先生，还是晚先生？



时间

储蓄
10万 10万 10万 10万

装修 买车 旅游 换车

每个人都有责任目标和欲望目标，
每一笔钱都需要在两者间做好规划使用。
有时候缺钱并不是我们赚的不够，
而是因为花钱太冲动，缺少克制。

方式二：强制储蓄

如果没有做到强制储蓄人生五桶金，很容易在当下花费掉。

没有强制储蓄，10万元总是留不下来



标准普尔家庭
资产配置图

现金资产
约占10%

要点：量入为出
          控制消费

保障资产
约占20%

稳健资产

约占40%

投资资产
约占30%

3-6个月短期消费 意外/重疾/医疗保障

要点：专款专用
           以小搏大

要点：占比合理
          能亏得起

股票/基金/房产

要点：保值增值
          安全收益

年金分红险/债券/信托
子女教育、未来养老

实现人生五桶金的财务目标离不开 财富管理



长
期
财
务
目
标

教育金

婚嫁金

创业金

养老金

传承金

保险是中长期财务规划的最佳金融工具

保险的核心功能

保险
计划



S 自然风险 — 天灾人祸

S 政策风险 — 宏观经济

S 投资风险 — 金融工具

S 利率风险 — 通货膨胀

S 婚姻风险 — 家庭模式

S 法律风险 — 日常行为

S 道德风险 — 认知识别

S 系统风险 — 不可预测

人生风险管理的底线

人生最大的风险是不知道风险
客户的风险就是客户的需求



专业

识别风险的智力

隔离风险的能力

管控风险的实力

承担风险的财力

家庭科学理财终极目标财富管理是个“技术活儿”



安全

留钱

年金产品在长期财务规划中的七大功能



新兴家庭资产配置

让不安全的安全起来

让不灵活的灵活起来

让不稳定的稳定下来

让稳定的高增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