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上周贵阳市各家银行的

理财产品收益率继续延续下滑态势，

不容乐观， 更有不少产品已经下探至

4.5%之下。

普益标准数据披露， 本周 279 家

银行共发行了 1500 款银行理财产品，

发行银行数增加 3 家， 产品发行量减

少 75款。 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

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39%， 较上

期减少 0.02个百分点。 具体到贵州地

区， 保本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3.91%， 比上一周提升了 0.06 个百分

点， 与非保本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之间

的差距进一步缩短。 非保本产品的上

周平均收益率为 4.19%， 较前一周降

低了 0.05个百分点。

以各家银行为例，即便是之前收益

率比较高的中小银行也纷纷降低了收

益率，很难有预期年化收益率超过 5%

的理财产品。比如，四川天府银行的熊

猫系列，365 天期限的收益率为 4.8%，

182 天的为 4.75%,就连该行的新手产

品 也 由 之 前 的 5.45% 降 至

5.25-5.35%；重庆银行的长江鑫利 364

天，预期收益率为 5%；工行理财 GY-

GR1870，期限为 365 天，预期收益率

为 4.25%。

分析师表示，11 月银行没有考核

压力，且市场流动性充足，银行理财收

益率仍处于下滑趋势。 在即将到来的

年末时点， 流动性总体将保持合理宽

裕。 预计银行理财收益率不会出现大

幅反弹的现象。所以，目前市民若想兼

顾较高收益和低风险，是比较困难的，

可以多听取专业理财经理的建议，尽

量购买期限长、收益率理想的产品，锁

定长期收益，避免资金“站岗” 。

（本报记者 王蕾）

对于目前市民遭遇的资产配置

难题，银行多位理财师都强调，首先

要将资金安全、 保本放在第一位，其

次可以多关注其他的投资方式。

注重稳健的投资者可以关注一

下银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产品，风险

极低，有些银行 1万元即可起购，很多

银行的预期年化收益率是可以达到

4%以上的，期限也有 3 个月、6 个月到

一年不等。

现在银行都在力推净值型理财

产品， 虽然在表述上并不很直观，但

其中不乏不错的品种。 相对其他产

品，净值型产品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产

品投资状况变化和净值变动带来的

净值波动，因此投资者要养成查看银

行定期披露的产品季度报告，关注购

买产品的资产配置和净值变化。 此

外，有些银行会代销一些其他机构的

产品，这些产品的风险级别稍微高一

些,为“中级” ，但相对收益可能会稍

高，如果觉得有把握也可以购买。

公募基金中的稳健品种也可以

考虑，在债市波动较大时，短债基金

往往投资于剩余期限在一年以下的

债券。 由于剩余期限短，市场利率的

变化对债券的影响较小，再加上投资

债券主要收益来源为债息，回报也相

对稳定。 统计显示，截至 10 月 31 日，

2018 年以前成立的短债基金算术平

均收益率为 4.74%。 由此可见，短债基

金与银行理财品的预期收益率大体

相当。此外，短债基金流动性更好。短

债基金采取开放式运作，每天可以购

买或赎回(新基金建仓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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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生钱

QIANSHENGQIAN

财富加油站

手上这点钱还能投点啥

从前人们手中没闲钱，纵有再多理财机会也无法把握;现在手头有闲

钱的人不在少数，但理财渠道却十分有限，靠谱的理财方式收益率也不理

想。 该如何打理闲余资金让投资者“头疼” 。

股市不振、“宝宝”不景气，“资产配置荒”悄然到来———

“上半年一笔理财产品 5 万元

刚刚到期，想重新投资，却发现找

不到心仪的产品” ， 市民李女士

说，今年上半年，她以 5.5%的收益

率投资了一家城商行的理财产品，

时间为 210 天，最近产品到期后想

重新投资，却发现很难抉择。 李女

士表示，5 万元起点的理财产品，

收益率普遍在 5%以下， 新出的 1

万元起点的产品虽然比较灵活，很

多都是开放性的， 收益也不高；在

目前的行情里，她对基金、股票更

是不感兴趣；楼市难辨前景，再加

上资金也不足，李女士也没有投资

楼市想法，“看样子， 我是面临了

所谓的‘资产配置荒’ ” 。

一银行支行行长告诉记者，目

前对于如何理财，很多市民都在发

愁， 收益下降后觉得自己吃亏了，

可是高风险的产品又不想去投资。

“我们的新手理财产品以前年化

收益为 5.25%，但是最近几周却降

到了 4.75%” ， 某股份制银行理财

经理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一家银

行的新手理财收益产品是最高的，

但是现在也无法达到 5%以上了，

总体行情都不太乐观。

经常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市民今年一定感触很深，自从下半

年开始，各家银行的理财产品就呈

现出缓步下跌的局面，即便是国庆

黄金周，也没有掀起一波节日理财

的收益高峰。

融 360 数据显示，上周银行理

财收益率下跌 0.07 个百分点至

4.36%，不仅是年内最低水平，也是

去年 6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为近

18 个月新低。 理财收益下降在预

期之内，不过近一个月降幅有点超

乎预期。 从产品期限来看，本周 3

个月内产品 433 款，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 4.21%，3-6 个月产品 841 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34%，6-12 个

月产品 692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45%，12 个月以上产品 74 款，平

均预期收益率为 4.69%。

很明显， 现在收益率的降低，

与市场流动性宽松不无关联，今年

整个市场资金面都非常充裕，再加

上央行降准加剧了这一情形，因此

银行理财产品很难有大的突破。

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降低

了，那么互联网“宝宝” 怎么样了

呢？ 情况更是不理想，甚至有些连

CPI 都战胜不了，这样说来，也就

是实际上的“负收益” 。

余额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跌破

了 2.5％， 达到 2017 年以来的最

低值。 记者打开手机看了一下，余

额宝的 7日年化收益为 2.49%。 微

信零钱通要稍微好一些，7 日年化

收益率为 3.26%。

在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跌破

2.5％的同时， 国内 CPI 已连续两

个月站上了 2.5％的关口，这是余

额宝自 2013年成立以来除发行之

初的两个交易日外七日年化收益

率首次跑输当月 CPI，意味着投资

在余额宝里的钱已无法抵抗基本

的通胀，买入即贬值。 余额宝收益

率的走低并不是特例。数据统计显

示，当前仍在运营中的 160 余只互

联网宝类产品的最新七日年化收

益率介于 1.254％到 3.577％区间

不等， 均值为 2.78％， 收益率在

4％之上的产品已然绝迹。 52只宝

类产品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大于

3％， 占比 32％，34 只的七日年化

收益率在 2.5％之下，跑输 CPI，占

比 21％。

放眼整个货币基金市场， 当前

仍在存续期内并正常公布收益的

740 家货币基金中仅有四家的七

日年化收益率在 4％之上，28％的

货币基金的年化收益率低于

2.5％， 而在一个月前，4％以上年

化收益率的货币基金仍有 13家。

“宝宝” 行情如此不景气，同样

也与货币市场宽松息息相关。后期

走势是否继续下跌，恐怕还要看市

场资金的流动性，因此建议市民们

不要在各种“宝宝” 身上投入太多

资金，仅仅将其当成平时打理零钱

的工具就好， 只保留部分资金即

可，毕竟随用随取的特点还是很不

错的。

理财产品收益跌至 18个月最低

“宝宝”更惨 有两成连 CPI都跑不赢

对策

多关注其他品种

收益率年内

恐难翻身

银行理财市场

本报记者 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