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春节长假刚刚过去，

由于正值假期， 节日期间可以看

到的理财产品基本都是放假前发

售的存量产品， 也有部分银行发

售了“春节特供”产品。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春

节前一周 （2019 年 1 月 26 日至

2019 年 2 月 1 日）275 家银行共

发行了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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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家， 产品发行量增加

376款，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

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28%。 其中，

31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环比下降；28 个省份的非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环比

下降。 贵州省节前一周的理财产

品收益率也是有所回落， 保本产

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3.72%,比前一

周回落 0.1个百分点，非保本产品

品均收益率为 3.88%，比前一周回

落了 0.14个百分点。

分析师表示，从 2018 年初开

始， 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就一

直处于下降状态。 再加上同往年

春节前资金面易紧难松的情况相

比，今年春节前，市场流动性整体

宽松。 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今年

春节前后募资的一些理财产品收

益率不够理想， 中短期理财产品

的收益率主要集中在 4%至 4.5%

之间，同往年 5%以上的收益率相

比有一定差距。

不过，放假期间，也有部分银

行发售了“春节特供”产品。 普益

标准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4 日， 共有 32 家银行

发行 87 款带有 “春节” 或 “新

春”字样的“春节特供” 银行理财

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38%。

普益标准研究员表示， 通常此类

“春节特供” 银行理财产品与普

通银行理财产品没有明显差异，

主要目的是以更高的收益表现吸

引投资者，抢占市场。 由于此类理

财产品数量较少， 也可能存在额

度限制，因此，这种可控的让利模

式不会造成银行的资金压力。

这些春节特供产品收益如

何？ 记者搜索一番发现，这些产品

的收益率与常规产品区别并不

大。 比如重庆银行的“恭贺新春”

产品 208 天， 业绩比较基准为

4.72%，10 万元起售，369 天的常

规产品收益率为 4.75%；贵阳银行

在 2 月 1 日发售了一款产品，收

益比常规产品略高，“爽银财富金

债定期 1 年第 2 期” 业绩比较基

准 5.0%-5.2%，常规产品的业绩比

较基准则均在 5%以下。

春节前没有出现 “翘尾” 行

情， 还有可能跟银行刻意引导投

资至净值产品有关系。 过渡期后，

所有银行理财产品都将转型为净

值型产品， 因此银行有意引导客

户购买净值型理财产品， 考虑到

净值产品与预期收益产品本身的

风险差异， 通过收益差呈现的方

式是最为有效的引导手段。 这也

导致较多银行有意控制预期收益

产品的收益， 提升净值产品业绩

比较基准的表现。 结合普益标准

数据来看， 自 2018 年 5 月以后，

全市场净值型产品的综合业绩比

较基准处于

5%

附近， 且相对稳

定， 远高于预期收益型产品。 因

此， 建议投资者在节后可以多多

关注一下净值型产品， 把握机会

进行投资。

（本报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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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

节后进入新周期

2 月 11 日是节后第一天上

班，正好是周一，按照惯例，一般

银行每周都会作为一个新的理财

周期，一般而言，每周的周一到周

三， 都是大多数银行新一轮理财

产品上线的时间。

如果春节期间资金不幸站

岗， 最好就利用这个时间及时购

买新产品。 还有些银行节前发售

的产品一直到 2 月 13、14 日才会

截止，如果运气好，也可以先购买

节前发售的产品。 因为， 根据融

360 监测数据，春节前一周（1 月

25 日至 1 月 31 日） 银行理财产

品发行量共 1556 款，较上周减少

了 772 款， 环比下降 33.16

%

；

平

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3

0%

，

较

上一周下降 0.08个百分点。 今年

初理财产品的发行规律都是以下

降为主。 所以，节前的“存货” 收

益率应该要比节后的收益稍微好

一些。

还有些银行节前就发布预报

销售节后产品， 比如民生银行的

非凡资产管理

3M

第
375 期，从 2

月 11 日开始销售， 一直到 13 日

才截止，期限为 91 天，收益率跟

节前差不多，因此，节后购买也并

不太晚，也不影响收益。

赶在春节假期前夕发售的理

财产品， 很多都是自春节假期后

起息， 若春节假期前夕或假期伊

始买入， 有的产品募集期长达 10

天之久， 募集期间没有利息或者

只有活期利息。 买银行理财前，一

定要注意募集期及起息时间。

春节特供理财产品 “可遇不

可求” 。如果恰巧在此期间有理财

需求、 并且买理财的银行发售了

该类产品，能买到自然好，但没必

要专门等银行去发售这类产品，

而且如果产品是节后起息， 还需

要计算一下， 高出来的收益能否

弥补春节期间资金“站岗” 的损

失。

如果只能选择节后起息的银

行理财产品， 节后再买银行理财

也不算迟， 但也有可能面临募集

份额已满的情形。

所以， 对银行理财依然情有

独钟的市民， 节后如果看到理想

的理财产品， 需要 “先下手为

强” ， 优先购买节前发售剩下的

“存货” ，在按照顺序购买新推出

的产品，不要有太多观望心理。

结构性存款收益也在降

净值型产品并不差

不少分析师均表示， 目前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整体在走下

坡，预计未来也难呈上升趋势。

单就今年春节前期而言，银

行理财并没有呈现收益率大幅升

高的情况。 普益标准研究员魏骥

遥认为，首先，在资管新规对资金

池运作模式限制后， 银行需要调

整资产久期， 而资产久期的缩短

直接导致投资收益的下滑， 进而

降低了理财产品收益的上限。

那么， 去年比较火的结构性

存款呢？ 同样，收益率也是小幅下

降的。 数据显示，节前一周结构性

存款发行量 133 款， 较上周减少

了 10 款，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

4.19

%

，

较前周下降了 0.02 个百

分点，其中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122

款， 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

4.32

%

，

较前周下降了 0.01 个百

分点。

目前结构性存款大部分都能

极大概率达到收益上限， 但是也

有少部分结构性存款的到期收益

率不确定性较大。 投资者在购买

之前要查看产品说明书中的计息

规则， 看产品达到收益上限的概

率有多大。 一般来说，结构性存款

的收益上限在 4

%

以内，达到收益

上限的概率极大， 如果收益上限

在

5%

以上，达到收益上限的概率

偏小。

考虑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持

续走弱， 在资金流动性需求不强

的前提下， 普通投资者应尽量选

择期限较长的产品

节后流动性宽松还是大势所

趋， 银行理财收益率仍然会在下

行通道，2019 年保本理财和 90 天

内封闭式理财会继续减少， 净值

型产品会不断增加。

可能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

最近两年， 净值型产品的发行速

度和频率都很不错。 随着资管新

规的实施日久， 这种产品的占比

会越来越高， 虽然部分产品短期

内看上去波动较大， 但在整个运

行周期内还是不错的。 如某银行

APP

的净值型产品，180 天期限，

近 6 个月年化收益率为 5.85

%

，

风险为中低， 比传统封闭性产品

收益高出不少， 良好的表现使得

其一到申购日就被抢购一空。 因

此， 投资者可以多多比较不同银

行的净值型产品， 选择比较适合

自己的去投资。

本报记者 王蕾

工行温度

本报讯 近日， 工行贵阳宅吉支行为

一年事较高、 且腿脚不便的客户开设绿色

通道，获得了客户的称赞以及群众的好评。

当天， 一位乘坐轮椅的老年人在家人

的陪同下，来到工行宅吉支行办理业务，由

于宅吉支行安设有无障碍通道， 老人得以

顺利进入网点大厅。 大堂经理立即上前将

客户引导至休息区， 并询问她的需求。 原

来，这位老人之前在工行办理的定期到期，

准备办理定期转存。 大堂经理先帮客户梳

理了办理业务需要用到的凭证和身份证

件，看是否都已带齐，确认无误后，大堂经

理随即与内部沟通协调， 在不影响网点正

常运营的前提下，为客户开设了绿色通道，

并全程陪同办理， 让客户感受到了工行的

暖心服务。 （陈梦珣 本报记者 王蕾）

宅吉支行绿色通道

“温暖”老年客户

本报讯 近日，贵阳观山湖区金华园社

区“爱心企业” 表彰晚会隆重举行，工行贵

阳金阳支行获评 2018 年度“爱心企业” 荣

誉称号。

据悉， 金华园社区每年都会评选爱心

典型（含爱心人物、爱心企业、公益机构）

等奖项， 以此弘扬关爱精神、 传播关爱理

念，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 2018年以来，工

行贵阳金阳支行积极履行金融知识宣传教

育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一方面，充分利用营

业网点的布局设计， 印制摆放金融知识手

册，同时，借助网点 LED 显示屏展示宣传口

号。另一方面，该行网点利用周末时间深入

观山湖区金华园社区服务中心， 扎实开展

以“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 为主题的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宣教工作， 深入浅出地向

社区工作人员及社区周边居民传播金融消

保知识。 （孙雅芳 本报记者 王蕾）

金阳支行荣获

“爱心企业”称号

金华园社区评选爱心典型

资金节前“站岗” 节后尽快补救

白领小张一直有节前几日就打理好资金的习惯，都会在放假前去寻找

购买合适的理财产品。 可由于今年春节单位的年终奖到账时间较晚，大年

二十九下午才拿到这笔钱，而这个时候去购买任何基金、“宝宝” 都面临着

节日期间无收益的状况， 如果去购买银行的理财产品， 收益率又比较低，

P2P 倒是节日无休，但是小张却觉得风险较大没有投入，于是，这一笔几万

元资金就白白在银行卡上躺了 7 天。

过节这几日收益损失不可避免已成事实，那节后如何补救才好呢？

如果看到理想的银行理财产品,最好“先下手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