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家银行新推出的

净值型产品， 算得上是

理财界的一颗 “新星”

了。 这类净值型产品收

益如何？ 记者从一些已

“尝鲜” 的投资者处了

解到， 各家银行的净值

型产品情况不同， 稳定

者有之， 收益波动大的

也有。

业内人士表示，随

着保本理财的退潮，银

行销售净值型理财产品

肯定会越来越多。 所以，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及

早接触该类产品有助于

提升理财意识。

核心提示

光大银行启动百户计划 服务民企出实招

专家：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及早接触有助于提升理财意识

净值型产品你“试”了吗

建行“交通便民卡”

为车主全心全意服务

钱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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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建行朝阳支行多措并举，积极

组织所辖机构持续深入开展“反洗钱” 宣

传活动。

通过在营业大厅摆放电子显示屏、设

立公共教育区、在大厅设立宣传点、摆放

宣传折页、创建厅堂微沙龙，积极主动向

客户发放资料，现场讲解。

宣传活动中，员工热情地向客户提示

“洗钱” 风险，同时在大厅外摆放宣传点，

向过往群众发放“反洗钱” 宣传资料，解

答客户“反洗钱”相关知识的疑问。

通过“反洗钱” 宣传活动，进一步普

及了洗钱风险、 强化市民风险防控意识，

提高了客户防范金融风险能力。

（本报记者）

建行朝阳支行

开展“反洗钱”宣传

为解决车主机修登记流程繁琐、 交通

违法缴费麻烦等“痛点” ，建行贵州省分行

运用金融科技创新成果，推出“贵州交通

便民龙卡” 。

据悉，“贵州交通便民龙卡” 是建行面

向机动车车主发放的 IC 信用卡，卡片内融

合了机动车信息 + 车主信息， 可在贵州省

机动车修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上， 通过

“一车一卡、 修车刷卡自动采集信息” ，实

现车辆维修保养时自动验证、方便快捷、无

需现金、安全高效的服务体验；同时该卡还

具备建行龙卡 IC 信用卡金融功能，享受相

关优惠活动，是一张多功能信用卡。

持卡人除享机修快捷登记、 交通违法

自助缴费服务外， 即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成功办理该卡，可享送洗车、送保

险、机修（保养、美容）专属折扣等优惠

（以上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还有签

约

ETC

送
OBU

享省内通行 9.5 折、积分

换油等丰厚礼遇， 贵阳中心城区停车场 1

元停车、1分坐公交等限时活动。

（本报记者）

上月底， 投资者姚女士打开

一家银行的手机银行上的

APP

发

现， 该银行正在热推几款净值型

产品， 分为 84 天、98 天和 182 天

三款，余额已经不多了，正在抢购

中，参考收益率都在 5

%

以上。 姚

女士一看挺不错， 而且风险等级

仅为

R

2级别，也就是经常买的较

低风险。 姚女士正好有一笔理财

资金无处投资， 于是就马上将几

万元投入到了这三款产品中。 上

周末， 姚女士打开手机查看收益

时，突然被吓了一跳。 原来，这三

款产品次日都会公布上一天的收

益率， 每天几乎都不一样。 以 98

天产品 4 万元为例， 最低的一天

收益为 3.97 元， 最高的为 23.83

元，相差 7倍还多。 另一款 182天

产品，1万元的本金， 每日收益从

0 元、0.98 元、1.97 元、3.95 元不

等，差距也是几倍之多。

“这不是银行理财产品吗？怎

么跟基金一样，每天都有波动？ ”

姚女士非常不解， 原来买过的封

闭型产品都能实现预期收益，到

期一算很方便， 现在这种模式真

有点担心。

记者随后采访了姚女士购买

净值型产品的这家银行的理财经

理。 理财经理表示，由于波动确实

较大， 且收益要第二天才能知道，

有点像彩票开奖的感觉，因此净值

型产品推广起来不太容易，买的人

也比较少， 远低于封闭型产品、结

构性存款的销量，可能也就占所有

理财产品的一成销量左右。

另一家城商行的零售部经理

告诉记者， 他们银行也有净值型

产品，但收益还是挺稳定的，其实

本质跟封闭型产品没啥区别，波

动很小，参考收益率在 4

.5%

左
右。

记者查看了几家银行的

APP

后发现， 并非每家的收益率波动

都很大， 有很多产品是非常稳定

的。 比如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的净

值型产品，参考收益在 4.

5%

上下

波动， 浦发银行的 123 天净值产

品，最近一个月为例，11 月 9 日为

1.0339 元 ，12 月 6 日是 1.0375

元，净值波动曲线也比较正常。 招

商银行的净值型产品， 根据不同

的期限， 业绩比较基准也在

3.75

到
4.1%

区间， 跟封闭型产品区别

不大。

收益相差 7倍还多

壹

活动现场

本报讯 日前，光大银行第一

家普惠专营机构———苏州干将路

支行正式挂牌， 一起授牌的还有

北京西直门支行等另 9 家机构。

这是光大银行以实际行动支持民

营经济的又一重要举措， 为服务

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开启了便利

之门。

据了解，“普惠金融专营支

行” 是光大银行依托现有网点和

专业团队， 聚焦普惠金融业务领

域，重点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开

展授信金额 1000 万元以下贷款

业务的专门机构，以“总行统筹规

划、分行择优推动” 为原则，实施

“业务专业化、人员专职化、配置

专项化”管理。

去年 9 月， 光大银行在董事

会设立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 管理层设立普惠

金融管理委员会；今年 5 月，成立

普惠金融事业部， 组建了专门的

风险管理团队。 从总行层面，系统

推进普惠金融的政策研究、 业务

创新、 产品研发、 组织营销等工

作。 各分行也都成立了普惠工作

委员会和普惠金融部。 此次授牌

“普惠金融专营支行” ，再次下沉

服务触角，延伸网点服务功能，为

支持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提供坚实保障。

有数据显示， 近三年光大银

行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超过万

亿元。 特别是今年，光大银行进一

步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

度，截止到 9 月末，民营企业贷款

余额 3863亿元， 比年初增长 495

亿元， 占全部贷款增量的 39%，贷

款增速 13%。

11月 6日，光大集团、光大银

行董事长李晓鹏带队到浙江调研

民营企业，先后与万向集团、蚂蚁

金服、富通集团进行工作会谈，并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近期，光大银

行启动“百户计划” ，计划签约合

作 100 家优质民营企业， 以实实

在在的行动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 （本报记者 王蕾）

■银行资讯

净值型产品也“疯狂”

自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发布

后， 全国银行理财向净值化转型

的进程持续推进。 据普益标准数

据统计，10 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

净值产品存续量为 3639 款，环比

增加 507款，增速较上月扩大。 从

净值转型程度指数表现来看，10

月全国净值转型程度指数为 2.65

点，环比上涨 0.30 点，较去年同

期上升 1.63点。

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是指产

品在发行时未明确收益率， 在存

续期内定期或不定期披露单位份

额净值， 根据产品运作情况享受

到期或赎回收益 (或亏损) 的产

品。 净值型理财产品与公募基金

相似，没有预期收益，银行也不承

诺固定收益， 用户实际获得的收

益与产品净值有关。

从理财产品收益看，10 月全

国银行理财收益水平延续今年 2

月以来的下滑趋势，下滑速度较 9

月略有缩小。 这种情形下，有些银

行就会通过推出净值型产品的方

式吸引客户投资。

对于理财产品， 银行需要承

担一些隐性风险， 主要包括刚性

兑付前提下银行为理财产品预期

收益率提供的背书所带来的风

险，此外，还要承担银行理财产品

到期后无法按照预期收益率兑付

的风险。

这种风险加速了理财产品向

净值型产品转型的速度。 普益标

准报告显示，整体来看，各类型银

行净值化转型程度较去年同期均

有明显提升，其中，城商行在 10月

集中发力， 净值化转型程度指数

同比增长首次突破 100

%

。

净值产品将是未来的一个必

然趋势，但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却

还太“陌生” 。

一位理财经理告诉记者，目

前净值型产品的收益较低且收益

波动性较大， 投资者不是很买

账， 小银行怕引发客户流失，不

敢大力推广净值型产品。 相对来

说， 大中型银行发行净值型产品

的动力更强。 目前大中型银行推

出的很多净值型理财产品也是只

针对机构及高端客户售卖， 如私

人银行客户、高净值客户、

VIP

客

户等。

在一些银行的“小黑板” 上，

虽然也有净值型产品在推广，但

银行理财经理表示， 由于封闭式

产品的收益跟净值型产品的业绩

比较基准差不多， 因此绝大多数

人还是乐意选择封闭式产品，净

值型产品买的人不多， 销量很一

般。 在某银行

APP

上，同样近似

收益的情况下， 净值型产品的购

买人数只有传统产品的三分之

一。

“封闭式产品好懂，而净值型

产品却不太好解释” ，该经理说。

虽然很多市民对购买净值型

产品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净值型产

品仍受到不少“粉丝” 的追捧。

一位股份制银行的理财经理

告诉记者，几年前，他们银行就开

始推广净值型产品，虽然一开始确

实比较困难，但是也有一些人比较

感兴趣。 据他的了解，这两年都有

一批固定的客户在购买净值型产

品。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资管

新规出台后，要求银行理财产品要

打破刚兑，银行理财向净值型产品

转型，这是未来银行理财发展的必

然趋势。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预期收益

类产品，收益率相对稳定，实际收

益率与预期收益率不会差别太大。

但是，净值型产品的收益率会随市

场变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净

值型理财产品，较适宜的投资人群

是对风险和收益要求都比较高的。

随着保本理财的退潮，银行销售净

值型理财产品肯定会越来越多。所

以，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及早接触

该类产品有助于提升理财意识。

业内人士建议投资者，在选择

购买净值型产品时，必须要注重资

产管理人的实力，具体可参考历史

业绩，以及资产配置的品种和比例

等，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本报记者 王蕾

银行理财产品加速转型

贰

投资者对净值产品还很“陌生”

适合对风险和收益要求较高人群

叁

未来发展趋势 不妨先“练练”

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建行遵义分

行多措并举，全力推进普惠金融战略业务，

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 建行遵义分行始终坚持

“以市场为主导，以客户为中心” 的经营理

念，切实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并构建起

成长之路、速贷通、小额贷、信用贷四大产

品体系（包涵 30 多种特色产品），有效解

决不同发展阶段小企业客户的融资需求。

为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建行遵义分行创新性地推出了“E 信

通” 等核心企业供应链信用产品，拓宽供

应链企业融资渠道。 大力推广抵押快贷等

优势产品， 快速解决小微企业的大额资金

需求。 同时，积极探索多种担保方式，加大

对特色产业的信贷资金支持和加快 “两

权”抵押贷款落地，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截至 2018 年 11 月末， 建行遵义分行

单户授信金额 1000 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为 3.87亿元，较年初新增 2.2亿元。

（本报记者）

普惠金融助小微

建行服务再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