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由光大银行总行工会主办

的 2019年“送太极下基层” 活动在贵阳举

行。 总行工会朱文处长莅临指导，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罗蜀章出席并致辞，党员委员、副行

长、工会主席李建华主持开幕式，党委委员、副

行长李勋出席。

为了让员工切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在工作之余舒缓心理压力，激发员工

积极拼搏的热情，充分感受贵阳分行“和美”

企业文化，贵阳分行积极响应总行“送太极下

基层”活动。贵阳分行荣幸邀请到中国武术八

段、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式太极拳传承人、

北京永年太极拳创始人、北京市杨氏太极拳协

会副会长崔仲三老师现场授课，为员工开展了

一场精妙绝伦的太极拳教学。

活动现场，崔仲三老师首先为员工介绍了

太极拳的由来、太极拳的发展历程和太极拳带

给人们的巨大益处。 并从基本招式入手，循序

渐进地带领大家练习 “26 式传统杨式太极

拳” ，充分展示出了太极拳独一无二的文化魅

力。

本次光大银行“送太极下基层” 活动，为

员工带来了健康和放松，充分展现了总行工会

对基层员工的关心关爱。 （曹明明 王蕾）

光大银行“送太极”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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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上周收益

继续回落

本报讯 上周， 银行封闭式

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跌落到

4.08%。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上

周 302 家银行共发行了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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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银行数减少

1 家，产品发行量减少 6 款。 其

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

品平均收益率为 4.08%，较上期

减少 0.01百分点。

上周，26 个省份的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

上涨，29 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

降。 贵州地区方面，保本产品收

益率为 3.59

%

，

比前一周提升

0.22 个百分点， 非保本产品平

均收益率为 3,91

%

，

较之前一周

下降 0.03个百分点。

从期限来比较，上周期限与

收益率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一

年 期 及 以 上 平 均 收 益 率 为

4.36% ， 其次为 6-12 个月为

4.25

%

，

3-6 个月为 4.15%，3 个

月以下为 4.05%。 本地银行中，

贵州银行的贵银恒利 2019 增利

47 期，366 天业绩基准为 5%，是

上周收益率较高的产品。

上周，净值型产品年化收益

率最高的产品为中国光大银行

发行的 “阳光红精英荟 1 期” ，

年化收益率为 89.42

%

。

招行的

私人银行常青系列 103 号理财

计 划 为 第 二 位 ， 收 益 率 为

86.22

%

，

该
行同系列 13 号理财

计划位列第三位，为 74.6

2%

。

上周，封闭式非结构性预期

收益型产品共有 1394 款到期，

其中公布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

有 50 款。 本周结构性产品共

304 款到期， 其中 20 款公布了

到期收益率的产品。其中 1款未

实现收益区间中间值的结构性

产品。

上周， 美元理财产品收益率

为最高 2.5

%

，

其次为英镑产品

为 0.36

%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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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有何优势？

记者发现，从名称看，由于混

杂在所有理财产品中，因此

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哪

些是子公司产品，哪

些是银行产品。比

如交银子公司产

品与银行产品一

样都有 “交银”

二字， 唯一可以

区分的就是打开

产品说明书看发行

机构是子公司还是银

行。

收益率也就是业绩基准方

面，可以明显看到，子公司产品的

业绩基准要比银行产品高一截。

如建行子公司产品的业绩比较基

准就比较高，建信理财“乾元 - 睿

鑫” 科技创新封闭式净值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 2019 年第 01 期，业

绩比较基准为

5.80%-8.50%

（年

化），不构成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

承诺，也不保本。

刚才提到的交银子公司产

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4.2%

，

也要比

同期销售的银行产品稍高一点。

理财子公司的另一大看点是

产品全面净值化，打破刚兑，也就

是说没有保本产品， 这也是资管

新规的要求。 从投资期限看，较普

通银行理财产品略长。 如工银理

财固定期限产品的存续期基本都

是一年期以上。 建行网上银行显

示的建信理财乾元 - 睿鑫科技创

新封闭式理财， 期限长达 1084

天。 因此，布局这些产品需要投资

者持有时间长， 最好和自己资金

使用时间相匹配。

以后理财产品是不是都要变

成子公司来运作呢？

工行双龙航空港支行零售负

责人高毅分析说， 至少在一个阶

段内，银行和子公司还是“各是各

的” ，不同风险评级产品对应客户

群体不同， 只是现阶段工银理财

更多体现长期投资理念， 投资期

限较传统产品有所拉长， 力求为

投资者实现长期稳定的回报。

资管新规中的过渡期是说

2020年后所有理财产品都将转变

为净值型，在过渡期结束之后，发

起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银行就不再

发行新的表外理财产品 （即非保

本理财产品），但到时候是什么情

况还需要监管政策进一步明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备受关注的理财子公司已经成立了五家，他们的产品到底长啥样？ 贵阳的

投资者能买到吗？ 记者探寻一番后发现，除了工银等部分理财子公司可以买到

部分产品以外，如果要想买到更多理财子公司的产品，可能还要等一等。

截至 8 月 1 日， 五大国有

银行的理财子公司： 建信理财

（建行）、工银理财（工行）、中

银理财（中行）、交银理财（交

行）、农银理财（农行）已获批

开业。 除了已开业经营的 5 家

国有银行理财子公司外， 还有

28 家银行公告称成立理财子

公司，包括 1 家国有银行、9 家

股份制银行、16 家城商行以及

2 家农商行。 其中，6 家银行获

批筹建， 分别为邮储、 招商银

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宁波

银行和杭州银行。根据规定，理

财子公司要在批准之日 6 个月

内完成筹建， 这意味着年内将

有一批理财子公司相继开业。

银行理财子公司是从商业

银行母行独立而来。 根据已颁

布的各项监管文件， 在基本定

位上， 银行理财子公司系独立

开展理财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

构；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新设立

理财子公司开展资管业务，也

可以将理财业务整合到已开展

资管业务的其他附属机构。

在经营原则上， 商业银行

理财子公司开展业务， 有利于

风险隔离， 逐步有序打破刚性

兑付， 能够自主经营、 自负盈

亏，防范经营风险向母行传染。

既然理财子公司脱胎于

商业银行，那么产品与原有的

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有啥区

别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购买门

槛。 以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通

常需要 5 万元起，去年资管新

规实施后，一大批商业银行将

很多产品的门槛降为 1 万元

起，吸引了许多普通投资者的

注意。 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设

置了最低 1 元的起购门槛，这

个几乎为零的门槛意味着，市

民可以将理财子公司的产品

视为零钱投资的一种方式，更

加灵活方便。

在投资范围方面， 理财子

公司的范围也更加宽泛。 根据

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银

行理财子公司的公募理财产品

可以直接投资上市交易的股

票， 可用自有资金投资本公司

的理财产品、 将合规私募机构

纳入理财合作范围。 而此前银

行的理财产品是不能直接投资

于股票的，只能投资于基金。

销售渠道方面， 由于银行理

财子公司的产品首次不需

要临柜面签，可以通过

商业银行等吸收公

众存款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 以及

银保监会认可的

其他机构代销，

仅需要投资者在

购买理财产品前

通过这些代销渠道

（含营业场所和电子渠

道） 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即可， 这意味着投资者购买银行

理财子公司的产品， 仅需在其指

定的代销机构完成线上或者线下

的风险评估问卷即可购买。 而传

统的银行理财产品由于受到首次

购买需要临柜面签的限制。

由于目前理财子公司还属于

起步阶段，网银、手机银行较大概

率是首发渠道。 记者打开了几家

已成立理财子公司银行的网银和

手机银行， 查看一下子公司产品

上线的情况。 首先是较早宣布成

立子公司的工行网银，打开“理

财频道” 后，马上就可以看到几

款理财子公司产品， 名称叫做

“鑫得利” 恒鑫固定收益类产品

和“全鑫权益智合” ，共计四款产

品，但是却并不在“子公司理财”

专栏内， 记者主要是根据购买门

槛 1 元这个条件筛选出来的，这

款产品是与其他工银产品列在一

起销售的业绩。 这四款产品的业

绩比较基准较高， 分别为 4.5

%

、

4.6%

、

4.7%

和
5%

，

甚至比百万元

起的私人银行产品还要高， 但期

限也比较长，最短的为 697天，最

长的有 1103天。 点击购买后，显

示需要到网点风险测评过才能购

买。

打开建行网银的理财超市频

道后，可以看到两款“代销建信

理财产品” ，购买起点为 1 元，打

开产品说明书后看到为子公司产

品，为中等风险，点击购买之后，

输入金额就可以购买了。 如果之

前买过建行理财产品或者是基金

且做过测评没过期的， 无需重新

测评即可购买。

交通银行的网上银行可以找

到一款定期开放式的交银理财产

品，已经售完。

开业才十天的农银理财，目

前还没有查询到相关产品信息。

除五大国有银行外，年内还将有一批理财子公司相继开业———

一元起购

投资范围更加宽泛

起步阶段

部分子公司“开张”

信披待完善

业绩基准较高

炎炎夏日， 周末觅一处清凉的山庄避

暑，偷得浮生“两日”闲。山林青葱、潺潺流

水，清风徐徐，好不自在！

上高速路怕堵，赶紧出门办个

ETC

畅
享美好旅途。 在建行工作人员介绍下扫描

了“建行

ETC

智行” 小程序，无需去网点

或高速服务站， 微信扫码进入小程序就能

完成在线申请， 在家坐等

OBU

（电子标

签）送到手中。

现在用“建行

ETC

智行” 小程序，只

需 5 步即可完成申请。 （身份证、行驶证、

建行信用卡均为同一人）

第一步，扫描下方二维码，选择黔通卡

申请；第二步，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点击下

一步；第三步，上传身份证及行驶证，身份

证信息和行驶证信息会自动返显， 注意要

输入核定载人数； 第四步， 输入客户信息

（姓名、信用卡号、手机号）- 输入营销员

代码 -获取验证码 - 填写验证码；第五步，

填写收件人信息及详细地址 -确认订单。

无需等待， 仅需 5 步即可轻松办理

ETC

，

OBU

设
备免费送到家！

扫描“建行 ETC 智行” 小程序

坐等 OBU 送到您手中

5步即可

轻松办理 ETC

银行理财市场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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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行手机银行设置“交易限额” ，

信用卡持卡人可随时随地调整卡片可用额

度，保障资金安全。下面这个安全用卡小窍

门，一定要掌握。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手机银行

APP

，在信用卡频道点击“交易限额” 。 2.

选择需要限制的信用卡，“是否设置限额”

滑动至“是” ，设置“本期交易限额” 金额，

点击“确认修改”后输入短信验证码，点击

确认，完成设置。

★“本期交易限额” 金额需≤“本期

可用限额” 。

交易限额小贴士

◆可为名下的每张主卡、 附属卡设置

一个账单周期内的消费、取现（本期取现

限额默认为本期交易限额的 50

%

，

可用取

现限额将随本期交易累计增加而减少）等

交易的累计额度。 账单日后将自动恢复并

重新开始累计。

◆设置不影响信用卡额度， 只限制每

张卡当期可用额度及取现额度。

◆如因设置限额导致该卡可用额度不

足，可关闭“交易限额” 功能或调高“本期

交易限额”即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设置“交易限额”

保障资金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