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额存单还有不

少细节需要注意，因

为无论从付息方式还是提前支

取政策， 都与普通存款不太一

样。

首先是付息方式， 大额存

单有两种，其一是按月付息，每

个月银行将利息打入银行卡；

其二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这两种方式， 利率上并非

按月付息的一定高于或者低于

后者，很有可能两者是一样的。

但是， 由于按月付息属于利息

前置， 投资者可以利用这部分

资金投资于货币型基金和低风

险产品， 这样收益无形中也扩

大了。 可以尽量选择按月付息

的形式，毕竟 20 万元投资 1 年

的利息也有 4000 余元，还是有

打理空间的。

大额存单允许提前支取，

这是它相比于封闭型理财产品

更突出的优点。 但需要注意的

是，有两种提前支取计息方式，

一种是统一按照活期利息，一

种是靠档计息， 也就是按照靠

前一档的挂牌存款利率计息。

值得注意的是， 靠档计息

既有按照挂牌存款利率计息

的， 也有按照大额存单利率计

息的。 这些细节，都会在产品说

明书中说明。 而且就算是同一

家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 既有

靠档计息也有按活期计息的，

千万不要想当然。 因此，尽量去

选择可以靠档计息的产品，一

旦急需用钱也不至于亏损太

多。

另外， 大额存单是否可以

转让或者是质押， 也要看产品

说明书，如果有这两个功能，流

动性会更好。 不同期次的产品，

期限种类也会经常调整。

本报记者 王蕾

“门道” 不少 买前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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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安顺南华支行走进工地

为农民工现场办理工资卡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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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品种利率快要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持平

“真是太感谢你们建行了！ 天又热，路

又烂，你们还安排专人来给我们开卡，真正

是服务到家。 ”“平时干活太忙，根本没时

间去银行，现在好了，一次性就搞定，有多

少钱一看手机

APP

就全都明明白白了！ ”

贵州省安顺市杨武乡都安高速

T27

标左

山寨隧道工程的工友们兴奋地说道。

通过前期与工地负责人的沟通， 了解

到客户的实际需求， 为了给工地农民工提

供更便捷的服务， 建行安顺南华支行组成

了“突击小队” ，一大早就驱车近 60 公里

赶往工地现场。虽然一路尘土飞扬，路途颠

簸，但依旧不影响建行员工们的服务热情。

事前的认真准备让现场的工作有条不紊地

开展。经过一天的忙碌，在工地现场累计为

农民工开通激活 69张代发工资卡，覆盖了

建行电子银行产品。 办理业务的同时耐心

指导农民工如何使用电子银行， 普及相关

金融知识，讲解建行代发工资客户权益。还

同步介绍并指导下载建设银行“劳动者港

湾”

APP

。

下一步， 南华支行将继续为该工程的

工友们提供相应服务， 切实保证农民工权

益，将建行贴心亲民的服务带到工地，用自

己的优质服务向劳动者致以诚挚的感谢！

建设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利益为先，

俯身为民，将客户的所需所想记在心中，落

到实处，真正做一家百姓认可的、有温度的

银行。 本报记者

服务致敬劳动者

在各家银行形形色色的存款和理财业务中，大额存单一直以门槛高、低风险的形象

存在着。 五一节前，记者走访贵阳多家银行时了解到，虽然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受市

场流动性的影响而下滑，但大额存单的利率相对稳定，尤其是有一部分中小银行直接能

将大额存单的利率上浮到 55%，快要与银行理财产品持平。

不过，大额存单的“门道” 也不少，购买前还需要注意“诸多细节” 。

五一节前， 记者走

访贵阳多家银行时了解到， 虽然银

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受市场流动性

的影响而下滑， 但是大额存单还是

比较稳定的。 首先是几大国有银行

的大额存单产品， 基本上利率保持

趋同，中行、农行 20 万元起的大额

存单 1 年期利率为 2.175

%

，

上浮基

准 4

5%

，

3 年期为 3.85

%

，

相对基准

利率上浮 40

%

；

建行节前在售的 20

万元起购的 1年期为 2.175

%

。

股份制银行上浮程度要高一

些，光大银行 3 年期 20 万元起售的

大额存单利率为 4.18

%

，

上浮
52%

，

1年期产品为 2.175

%

，

上浮 15

%

；

浦

发银行最新一期 3 年期大额存单为

4.1

3%

上浮
50%

，

1 年期大额存单为

2.28

%

，

上浮
52%

；

平安银行 20万元

起 1年期 2.28

%

，

上浮
52%

，

3

年期
4.18%

，

上浮
52%

。

部分城商行拿出了更大的诚

意。 贵阳银行在网点门口的小黑板

和官网上， 都醒目标明 “上浮

55%” ， 同样以 20 万元门槛为例，1

年期为 2.325

%

，

3 年期为 4.263

%

；

同样宣布大额存单利率上浮

55%

的
还有贵州银行，共有 3 种期限，1 年

期、2 年期和 3 年期， 利率分别为

2.325%

、

3.255%

和
4.2625%

。

虽然大中型银行的利率水平要

低于城商行， 但是如果起存金额较

高的话，利率也会比较高。以中国银

行为例， 如果同样是存 1 年，50 万

元门槛的就为 2.25

%,

上浮
50%

，

农

行也是如此。 但在贵州银行和贵阳

银行，却没有“分档次” ，只要满足

了 20万元的起存金额，都按照同样

标准计息。

除了每家银行的利率区别有点

大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同

样在售的同样期限、门槛的产品，利

率有高也有低。 如浦发银行目前在

售的两款 3年期大额存单， 门槛都

是 20 万元起， 早先发售的利率为

3.

9%

，

晚些发售的为 4.13

%

。

随着时间的变动， 利率也会有

所变化。 农行 30万元起存、1

年期的在售 产 品 利 率 为

2.22

%

，

而去年 11 月份的执

行利率为 2.18

%

，

时隔半年，

利率是上升了。 而某银行劳

动节前 50 万元起 3 年期大

额存单利率为 3.

7%

，

而去年 11 月

份产品的利率为 3.9875

%

，

利率下

调。

在人们印象中，

把钱存在银行越久， 得到的利

息也就越多， 普通定期存款也

是如此。 而在大额存单的领域

里， 可能会出现时间与利率的

倒挂现象。

如浦发银行目前在售的

20 万元起 5 年期大额存单利

率为 4.13

%

，

与同期在售的一

期 3年期产品利率一致。同样，

平安银行 20 万元起在售的 3

年期大额存单和 5 年期的利率

也是一样的，都是 4.18

%

。

那么， 如果紧靠高一级的

门槛，是否能获得更高收益？也

不一定，有时候，存 50 万的利

率很有可能要比 30 万元还低。

农行在售的 30 万元起存期 1

年产品利率为 2.22%， 同期限

100 万元起的利率为 2.227%，

差距极其微小。

根据融 360 监测的数据显

示，4 月份全国各大银行的大

额存单平均利率明显上调，同

时也要明显高于同期限的普通

定期存款利率。 以 1 年期的大

额存单利率为例， 在 2017 年

底，平均利率为 2.72%，但到了

今年 4 月份则上浮到平均

2.81

%

。

大范围的纵向比较， 大额

存单的利率是提高了， 如果购

买的是 3 年期和 5 年期存单，

很有可能与中长期理财产品比

较相近。 毕竟四月末的国内封

闭型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也就

是 4.18

%

。

再加上保本保息，对

于保守型的客户， 还是有一定

吸引力的。

某银行个金部人士表示，

相对于经常购买结构性存款和

其他理财产品的人， 大额存单

的吸引力不太强，买的人不多。

但是如果是保守型客户， 手上

闲余资金无法处理， 还是可以

考虑靠档计息产品的， 一旦提

前取出来， 收益可以按照前一

档计息，既保证了流动性收益，

也不会受到损失。

利率：

中小银行有优势

存得久未必利息高

1 2

建行公租房管理系统在都匀地区上

线以后，都匀市住建局给保障对象的补贴

直接发放到用户的建行卡内。 但家住都匀

市三道河的陈阿姨，却迟迟未领到这笔补

贴，这又是因为啥呢？

陈阿姨的丈夫是精神病患者，每当发

病时，就会对她拳脚相加。 虽然如此，但陈

阿姨依然忍受着， 特别是当儿子的出生，

更给她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可是，这样的

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儿子两岁时，也被

诊断出患有精神病疾病。 几经煎熬后，陈

阿姨决定倾其所有为儿子治病，但在花光

家中所有积蓄后， 儿子的病也没能治好。

因为儿子发病时经常伤人， 周围的亲戚、

朋友、邻居也逐渐疏远了他们。

如今， 国家给他们发放了住房补贴，

可以补贴一下生活，却因为儿子是房屋的

户主，且患有精神疾病，无法到亲自到银

行激活卡片， 他们也没办法使用到这笔

钱。

无助的她独自来到建行百子桥支行，

把她的困难都告诉了建行的工作人员。 看

到这个泪流满面的母亲，百子桥的网点经

理王启红和客户经理张官族，决定亲自上

门办理激活银行卡业务。

她们走进了陈阿姨家，在核实客户信

息后，立刻蹲在她家的门前，用龙易行帮

他们把卡激活了。 拿到了这张可以领到生

活补助的卡片， 陈阿姨再次流下了眼泪。

本报记者

爱 因责任而生

大额存单：买前需注意“细节”

投资者问：

我是一名比较保守的投资者，

不太能接受投资亏损的情况。眼看

着近期股市不断上涨， 我既想参

与，又不太敢冒风险。 有朋友推荐

我可以投资可转债基金，说这种基

金主要投资可转债，而可转债既可

以像债券一样保本，又可以分享股

市上涨的好处， 是比较安全的投

资。 我不了解这类基金，能告诉我

这类基金的风险高吗？是不是一个

好的投资品种？

业界解答：

可转债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债

券，它的票面利率非常低，按照债

券进行投资并不合算。比较吸引人

的地方是，它可以按照一定的价格

将债券转换成股票。如果股票的价

格大幅度超过转股价，可转债持有

人可以将债券转成股票，并通过二

级市场抛售获利。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可转债

的面值（100 元）购入该债券，相

当于是保本买股票。如果股价低于

转股价， 投资者就选择持有可转

债；如果股价高于转股价，投资者

可以通过转股获得更高的收益。最

坏的情况是债券到期仍无法转股，

投资者可以收回本金和极低的利

息以及一些补偿。

但如果是以高于面值的价格

买入可转债，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

旦转股不成功， 只能收回本金、极

低的利息和一些补偿，甚至可能无

法覆盖投资成本，会产生亏损。 另

外， 可转债的价格也始终在波动，

即便是以面值买入，也会在券价低

于面值时，出现账面的亏损。

可转债基金是以可转债为主

要投资标的的基金，如果市场上大

部分的可转债处于面值附近，也就

是可转债主要体现为债性，那么投

资可转债基金， 会相对安全些；如

果可转债价格普遍较高，则可转债

主要体现的是股性，会随着股价的

波动而波动，风险就会高一些。

从目前的情况看， 市场上有

168 只可转债，债券价格在 110 元

以上的有 102 只，最高的价格已经

超过了 200 元，大部分可转债的安

全性已经显著下降了。现在投资可

转债，需要承担一定的波动风险。

衡量基金风险有一个指标，叫

最大回撤，也就是说在某个区间内

最大的亏损幅度是多少。从历史数

据来看，可转债基金的最大回撤也

不低。我们以过去 4年的业绩进行

观察，可转债基金的最大回撤普遍

在 10%以上， 最高的甚至超过了

60%。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运气不

够好，投资可转债基金，有可能出

现亏损 60%或更多的情况，这样的

风险你能承受吗？

当然，和普通的股票型或混合

型基金相比，可转债基金的风险相

对低一些，比较好的投资始点是熊

市末期，特别是可转债价格普遍低

于面值的时候。 比如去年，就出现

了这样情况。由于到期可以收回本

金，安全性较高；下跌的空间也不

大，可以耐心地熬过熊市。如今，可

转债基金的风险已经提高了不少，

对于你这样的保守型投资者不一

定合适，要参与也请谨慎参与。

据《理财周刊》

可转债基金

适合保守型投资者吗

理财问答

本报讯 日前，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代

码：600016；

H

股
代码：01988，

简称民生银行） 发布了 2019

年一季报。 2019 年一季度，民

生银行集团（包括民生银行及

其附属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92 亿元，

同 比 增 长 8.50 亿 元 ， 增 幅

5.69

%

。

2019 年一季度，民生银行集

团实现营业收入 438.59亿元，同

比 增 长 71.11 亿 元 ， 增 幅

19.35

%

。

其中， 利息净收入

220.22 亿元，同比增长 62.81 亿

元，增幅 39.90

%

；

手续费及佣金

净收入 138.75 亿元， 同比增长

19.47 亿元，增幅 16.32

%

。

成本

收入比为 21.29

%

，

同比下降

3.46个百分点。 民生银行集团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92 亿元， 同比增长 8.50 亿

元，增幅 5.69

%

；

年化平均总资产

收益率 1.05

%

，

同比上升 0.03 个

百分点；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0

9%

，

同比下降 1.19 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0.36 元，

同比增长 0.02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末，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9.75元，比上年

末增长 0.38元。

截至 2019年 3月末，民生银

行集团不良贷款率 1.75

%

，

比上

年末下降 0.01个百分点；拨备覆

盖率 137.82

%

，

比上年末上升

3.77 个百分点； 贷款拨备率

2.41

%

，

比上年末上升 0.05 个百

分点。

（本报记者 王蕾）

民生银行一季度实现净利润 157.92亿元

———建设银行都匀百子桥支行 “上

门” 为客户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