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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银行理财

财富加油站

上周， 贵阳市各大银行发售的理财产

品收益率微降， 除了少数银行的新客理财

产品之外，收益率能够达到 5.5%的产品已

是凤毛麟角。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 267 家

银行共发行了 1444 款银行理财产品 （包

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

净值型产品）， 发行银行数增加 16 家，产

品发行量减少 18款。 其中，封闭式预期收

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66%，较

上期减少 0.05个百分点。

上周，19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12 个省份的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 贵

州地区非保本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47%， 比前一周低了 0.15 个百分点；相

反，保本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23%，

比前一周还上升了 0.13个百分点。 经常购

买理财产品的市民也有明显感觉， 上一周

的理财产品收益率，的确是有明显下降。

我市各大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也是

有所下降。如重庆银行的长江鑫利 2018年

第 331 期， 期限为 364 天， 预期收益率为

5.38%， 同系列 210 天产品预期收益率为

5.25%；四川天府银行的“熊猫理财” 尊享

系列 C 计划理财产品 34 期子产品， 期限

155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5.45%，新客专项

产 品 99 天 ，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5.56-5.66%； 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半年

增利第 350 期（添喜 6M）款，期限为 188

天，预期收益率为 5.3%。

分析师表示，8 月市场流动性预计将

继续保持宽松，市场利率进一步走低，银行

理财的利率小幅下降概率较大。 值得关注

的是，虽然保本理财发行量占比逐月减少，

但目前仍有银行热推保本理财， 且形成了

抢购保本理财和短期理财的热潮。 在银行

理财细则尚未正式落地之际， 短期理财和

保本理财反而成为热捧的产品。 如果市民

仍然对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有兴趣的话，

可以趁着收益还比较高及时投资。 王蕾

据新华社电 近日， 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联合召开网贷机构风

险处置及规范发展工作座谈会，有

关省市和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汇总分析当前网贷风险形势

及前期应对工作情况，研究拟订下

一步风险应对举措。

近期受多种因素影响，部分网

贷机构出现风险。 各省区市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进行动员

部署，多措并举，维护社会稳定和

金融稳定， 保护出借人合法权益。

依法打击转移资金、跑路等恶性退

出行为；监测资金流向，管控高管

人员， 引导问题机构良性退出；依

法缉捕外逃人员，全力做好追赃挽

损；回应和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会议指出，做好网贷风险专项

整治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的重要战役，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 事关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大

局。 各地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承

担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坚持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统一。一要畅通出借人投诉

维权渠道。 网贷机构建立沟通机

制，提高经营的透明度。 地方政府

设立沟通窗口，解释政策、回应诉

求。 二要开展网贷机构合规检查。

引导机构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三

要多措并举缓释风险。指导网贷机

构通过兼并重组、资产变现、与金

融机构合作等多种市场化手段缓

释流动性风险。四要压实网贷机构

及其股东责任。已退出机构要依据

破产法、公司法及有关监管要求制

定清盘兑付方案，股东依法负连带

责任，有关部门监督执行，切实提

高债务清偿率。五要规范网贷机构

退出行为。 建立报备制度，明确退

出程序， 规范资产处置和债务清

偿， 确保出借人合法权利不受侵

害。六要依法从严从重打击恶意退

出的网贷平台。 缉捕外逃人员，加

大法律惩处力度， 形成有效震慑。

七要加大对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打

击力度。将恶意逃废债的企业和个

人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和 “信用中

国”数据库，开展失信联合惩戒。八

要加强金融基础知识普及工作。帮

助群众准确分辨非法吸储、集资诈

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增强投资风险

识别能力和审慎意识。九要引导出

借人依法理性维权。 依法打击造

谣、煽风点火、聚众闹事等非理性、

超越法律界限的维权行为。十要严

禁新增网贷机构。各地要禁止新注

册网络金融平台或借贷机构，加强

企业名称登记注册管理。

与会人员还就网贷机构长效

监管安排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了

交流讨论。

十项举措应对网贷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和金融稳定，保护出借人合法权益

■链接

记者从接近央行人士处获悉，

近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互金整

治办” ）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下发《关于报送 P2P 平台借款人逃

废债信息的通知》（下称 《通

知》）。

《通知》表示，近期 P2P 网贷

机构风险频发，部分借款人“恶意

逃废债” ，逾期不还款，等待 P2P 平

台资金链断裂倒闭，从而逃脱还款

义务， 加剧了 P2P 平台的风险爆

发。

《通知》指出，各地应根据前

期掌握信息，上报借本次风险事件

恶意逃废债的借款人名单。 并表

示，下一步，全国互金整治办将协

调征信管理部门将上述逃废债信

息纳入征信系统和“信用中国” 数

据库，对相关逃废债行为人形成制

约。

《通知》同时抄送人民银行征

信局、发改委财金司、征信中心、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和百行征信。

据记者了解，8 日，北京市金融

局已向辖区 P2P 平台下发了该《通

知》，要求辖区各机构统计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8 日平台

上的恶意拖欠债务人名单，截止时

间为 8月 9日 9时 30分。

多家北京 P2P 平台对记者表

示， 已收到金融局下发的通知，目

前正在加班统计相关数据。

另外，8 日晚间，上海、广州等

地互金协会也向确认，收到该《通

知》，并已向辖区机构下发。

广州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方

颂向记者确认收到上述 《通知》，

要求 P2P 网贷借款人恶意逃废债

信息。 他同时表示，一方面，互金整

治办直接出手帮助平台治理 “老

赖” ，这是回笼资金、稳定投资人最

快速的方式；另一方面，信息上报，

有利于整治办掌握全国各平台真

实逾期情况，此前平台披露信息几

乎都是“零逾期” 。

根据记者了解，平台需要上报

恶意拖欠债务人员信息包括姓名、

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借款平台

名称、累计借款总额、剩余欠款金

额、拖欠开始日期、是否失联以及

催收情况。

其中，累计借款总额指借款人

在该平台上的累计借款金额之和，

剩余欠款金额指截至统计日应还

未还总金额；逾期开始日期填写借

款人在平台开始逾期的日期；是否

失联指逾期后平台能否联系到借

款人。

近期，受行业风波影响，一些

有能力还款的借款人出现恶意逾

期行为，也有一些借款人认为“平

台出问题，钱就不用还了” ，甚至有

借款人在投资人群中恶意煽动情

绪、制造恐慌，大多数 P2P 平台遇

到了借款人恶意逃废债行为带来

的冲击。

针对赖债、逃废债行为，积木

盒子 CEO 谢群此前对记者表示：

“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在征信报告上

留下不良记录，最大力度的解决方

案是接入 P2P 等民间借贷为主的

百行征信中心，并打通和银行类借

款为主的人行征信中心，放贷时互

相查阅对方数据。 ”

一财

互金整治办要求 P2P平台上报“老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