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时间临近 6 月中旬，5

月份各银行理财产品的成绩单也已

经出炉。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5 月

份，共有 332家银行发行了 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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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银行增加 1 家，产品发行

量减少 956款。其中，封闭式预期收

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80

%

，

较上期减少 0.08 百分点，

这是连续 43个月新低。

具体来看，有 30个省份的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环比下降；

31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 贵州省的保

本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3.08

%

，

比前

一个月下降 0.77个百分点，非保本

产品为 3.6

%

，

比
前一个月下降

0.06个百分点。

从不同的银行类型中，6-12 个

月的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收益排名

看，城商行的平均收益率为最高，为

4.26

%

，

股份行次之为
4.09%

，

农行
金融机构第三为

4.01%

，

国有行为
3.58%

。

上个月在售的开放式预期收益

型人民币产品数量为 31965款。 其

中，全开放式产品数量为 22321 款，

较上月减少 3491款；半开放式产品

为 9644款，较上月减少 725款。

净值型产品期间收益率最高的

产品为工行发行的“尊享系列开放

净值型 (股票精选主题) 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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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间

年化收益率为 55.1

7%

。

净值型产品

期间波动性最高的产品为工行的

“中国工商银行私募股权类专项理

财产品(

SMGQ1930

)” ，期间波动

性为 452.63。

封闭式非结构性预期收益型产

品共有 5378款到期，其中公布了到

期收益率的产品 671款， 有 6 款未

实现预期最高收益率。 本月结构性

产品共 1222款，其中公布了到期收

益率的产品有 79款，有 6 款未实现

收益区间中间值的产品。

业内人士分析， 今年年利率下

行的大趋势下， 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情况恐将一直呈现下行状态， 近期

债市波动也影响到部分银行理财产

品的收益。 投资者不要将所有的鸡

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可以投资一

些基金类产品弥补。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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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款银行理财产品“亏损”

本报讯 6 月 1 日，民生银行贵

阳分行团委带着价值 5万余元的物

资来到贵阳市儿童福利院， 与孩子

们一起欢度“六一” ，并与福利院共

同举行捐赠仪式。 民生银行分行副

行长牟珉出席捐赠仪式， 分行团委

书记及金阳南路支行、 瑞金北路支

行、北京路支行团支部书记参加。

今年是贵阳市福利院建院 70

周年，目前，福利院有 300 余名孩

子。

这些物资和款项都是民生银

行员工自发捐献。 分行团委从 5月

中旬开始征集捐款， 并购买了 200

个书包以及一大批文具、 玩具、体

育用品和小食品等。 此前，民生银

行在行内设立了接收点，接收了员

工捐献的 300 余册书籍以及几十

件衣物、玩具等。

牟珉表示， 希望用关爱的方

式，让孩子们感受到他们并没有被

社会遗忘， 给他们带去阳光和温

暖，滋润、浇灌孩子们的心灵，鼓励

他们努力学习、快乐成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民生银行贵阳分行为福利院儿童献爱心

建行贵州省分行

助你实现新车梦

5月至 9 月开展购车分期

促销

建行贵州省分行积极参与地方

政府促进汽车消费行动，开展针对汽

车消费客户的优惠活动。

今年 5月至 9月期间，广大消费

者购买汽车时，可选择办理建行购车

分期，每月办理购车分期业务的前五

百名客户， 可享一分钱充值， 换取

300元人民币中石化加油卡活动。 该

项优惠活动可与省政府相关优惠叠

加使用。

客户办理建行购车分期可自主

选择期限为 1年至 5年，可选择两种

手续费支付方式，分别为一次性手续

费支付和按月还本付费。

活动期间，建行与各大汽车品牌

经销商联合开展促销活动，其中一汽

红旗、一汽奥迪、东风本田、吉利汽

车、 长安轿车等 30多个主流品牌百

余款主流车型可享手续费补贴优惠。

客户如在建行合作经销商购买

一汽红旗 “

H7

” 车型， 可享最高

20000 元手续费补贴优惠，相当于客

户分期 10万元、5年建行 0费息。 客

户如在建行合作经销商购买吉利汽

车“帝豪

GS

” 车型，可享最高 4000

元手续费补贴优惠，相当于客户分期

5万元、2年建行 0费息。

同时，针对宝马、奔驰等建行非

贴息品牌，给予广大客户手续费 8 折

优惠，月手续费率低至 0.3

1%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专业人士：净值型产品波动实属正常，闭着眼睛买理财的时代已过去

中国结算最新发布的 5 月

份投资者统计情况显示，当月 A

股新增投资者账户数量 121.41

万个，具体来看，新增自然人账

户 121.25 万个， 非自然人账户

0.16 万个。 至 2020 年 5 月末，

投资者数量合计 1.66 亿个，其

中自然人 1.658 亿个，非自然人

39.35万个。 相比 3、4月份新增

投资者数量锐减，但比去年同期

依然增长 5

%

。

需要注意的是，5

月份只有 18 个交易日， 比 4 月

份少 3个交易日。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

月，A 股新增投资者账户数量已

经超过 644 万个，相比去年同期

减少 28 万个账户， 但在新冠疫

情影响下， 还能有如此增量，或

能表明投资者对 A股看好。

此前也有券商人士分析，光

看投资者开户数实际意义并不

大，证券资产在 1 万元以上的投

资者账户有多少，才是具有参考

意义的核心指标。

近日，中信证券预计，未来

一年内 A 股累计资金净流入

4400 亿元， 下半年流入规模较

大，外资和产业资本是重要的增

量资金来源，预计下半年净流入

分别为 1300亿元和 800亿元。

综合

5月份 A股

新增开户超 120万

针对此次银行理财产品 “亏

损” ，业内人士表示，净值型产品

多是固定期限的， 不到期不会赎

回，因此短暂的波动对到期收益没

有影响，真正体现收益的是到期前

的净值。

仍以上面提到的那款产品为

例， 近一个月年化 4

.36%

的
亏损，

换算成月其亏损比例只有 0.36

%

，

出现巨亏的说法并不准确，而由于

相关产品还没有到期赎回，准确表

述只能说是浮亏。

业界普遍认为，近期债券收益

率的波动，更多源于市场对货币政

策预期的改变，而不是受到基本面

和货币政策本身的驱动，而“稳健

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并

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从这个意

义上说，债市长期大幅下跌的趋势

并不可持续，投资者也不必对相关

产品过于悲观。

当然，打破“刚兑” 是资管新

规传递出来的重要信号。资管新规

明确要求，任何理财，不管是银行

理财还是信托， 都不能承诺保本。

这也意味着 “闭着眼睛买理财的

时代已经过去” 。

工行双龙航空港支行个人业

务人士高毅表示，这种现象需要投

资者去适应和习惯，非保本产品并

不是保本保收益的了，在选购前还

是可以多家比较，不要闭着眼睛就

去买，可以多比对各家金融机构的

理财实力、风险应对水平，同时也

要与自己的风险承受力相匹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蕾

日前，20 余只银行理财产品最新份额净值均低于 1 元的消

息，成了很多大爷大妈在小区里讨论的话题。

记者注意到，除了上面的 20 余只银行理财产品外，贵阳本土

银行的理财产品也出现了“负数” 。

专业人士表示，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的“亏损” ，与债券最近一

个月的下跌有关。 对于投资者来说，银行理财产品“亏钱” ，也意

味着“闭着眼睛买理财的时代已经过去” 。

银行理财产品中有一种风险

类型叫做“

R2

” ，也是品种最多的

一种类型， 大多数客户在银行买

到的产品基本都属于这一类型，

也就是中低级别， 无论是传统的

预期收益率形式，还是净值型，都

很难见到亏损。 但现在，情况似乎

变了。“

R2

”等级理财产品不亏损

的信念正在被事实打破。 日前，某

银行的一款“

R2

” 级别理财产品，

近一月年化收益率 已 跌 至

-

4.42%

，

最新净值 0.9997。

通常，银行对“

R2

” 风险等级

解释为存在一定风险， 但又说风

险较低，比较安全，属于中低风险

产品。 而且事实上，翻阅过往业绩

表现，也确实难以看到有过亏损。

甚至也有银行理财产品经理曾告

诉客户，这么多年来，稳健型理财

产品在自家银行， 从未出现过亏

损。

长年累月， 对于稳健型理财

产品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经验认

知， 即可以放心购买， 不会亏损

的。 但现在，很多家银行的“

R2

”

产品都出现了净值回撤现象。 另

一款产品为某银行的 90 天成长

计划，截至 6 月 10 日，该产品近 1

个月年化收益率为 -7.1

7%

，

而近

3个月年化收益率为 1.01

%

。

记者打开了几家手机银行发

现，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本市一

家银行的 1 年期 2 级理财产品，5

月 19 日成立，目前净值为 0.9951

元， 同款另一期产品为 0.9999

元，5 月 27 日成立，该行另一款即

将到期的半年期理财产品， 目前

净值为 1.0316 元，较之上个月有

所回撤。

据统计，近期市场上 20 余只

银行理财产品的最新份额净值低

于 1，而且绝大多数为刚成立不久

的固收类理财。

为啥以往信赖感很高的银行

理财产品也能亏损？ 专业人士表

示，债市剧烈波动是第一大诱因。

上月，债市调整明显，表现整

体偏弱，收益率曲线呈现“熊平”

走势。 6 月，央行创设的两项货币

政策工具的亮相，引发市场对于央

行“宽信用” 加码的预期升温。 随

后，债市出现恐慌式下跌，国债市

场巨幅震荡，现货期货齐齐走弱。

其次， 银行理财产品也能亏

损，跟估值方法也有关系。

按照资管新规要求，目前除部

分封闭式产品、 定期开放式产品、

公募的货基型产品外，均需使用市

值法进行计价。还有一种是摊余成

本法。 所谓摊余成本法，简单来说

就是将到期收益分摊到每一天进

行返息。

假设某理财发行了 1 万份，每

份初始净值 1元，理财产品用 1 万

元购买了一张面值 1 万元 1 年期

到期利息为

5%

的
债券。 那么，1年

后可以产生 500 元利息， 扣除

0.

5%

的
管理费，还剩 450 元。 450

元 /365 天

=1.23

3 元 / 天。 所以，

每 1 万份理财产品每天的理论价

值就增加 1.233元，也就是每天净

值增加 0.0001233。

市值法估值的理财产品与摊

余成本法估值的理财产品，每日收

益是不同的。市值法估值的理财产

品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出现净值回

撤，但也能在某个时候出现净值的

加速上涨。

另外， 资管新规执行之前，很

多时候银行的理财产品都会有一

个资金池， 通过不同产品间的调

剂，银行按照预先设定的收益率给

投资者兑付本金和收益，自己承担

投资的风险，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刚兑” ， 这也是人们放心将钱投

入到银行理财的原因。

中低风险产品

也“亏” 了

债市剧烈波动

是诱因

一向稳健的银行理财产品出

现“亏钱” ，实属正常，因为理财

产品并非是存款， 投资者应该打

破过去的保本“刚兑”惯性思维。

既然如此， 何不换个思路———比

如，看看银行股。

Wind数据显示，按上周五收

盘价算， 就有四家银行股息率超

过了 6%。且目前接近 90%银行股

PB都“破净” ，估值在谷底。

有人因此脑洞大开， 向农行

提出贷款 1.33 万亿元，并按最新

市值买入农行全部股权。 而农行

只要拿出 30%的净利润分红就能

支付贷款利息， 而农行净资产

80%就能还本。

对此，农业银行火速回应：根

据监管规定， 银行信贷资金不能

违规进入股市。

这也表明，银行股高分红、低

估值的投资价值明显显现。 今年

以来， 不少市场机构人士就积极

喊话配置银行股。 一向嗅觉灵敏

的险资巨头已经用行动来证明，

近期“撒钱”国有大行，正在市场

捡便宜呢。

上市银行一直都是稳定分红

者。根据 2019年 A股上市银行分

红派息方案， 以及上周五收盘价

来算，36 只银行股中， 股息率在

4%至 7%， 其中 22只股息率超过

4%，8只超过 5%，4只超过 6%。

从这个角度而言， 长期持有

银行股， 收益比买银行理财产品

看上去要划算一些。

据《上海证券报》

短暂波动

不影响到期收益

理财课堂

长期持有银行股可能更划算

股息率在 4%至 7%

链

接

5月份平均收益率

创 43个月新低

银行理财产品成绩单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