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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热点透视

今年清明小长假银行很“低调”
专刊见习记者 于雪娜

正逢清明小长假，证券市场
停止交易，股市也在休市。众所
周知，适逢节假日，各家银行都
会推出节日版的银行理财产品，
如今年“三八节”招商银行推出
的一款名为“‘她’享——— 招银进
宝之点贷成金799号理财计划”
的理财产品，华夏银行则推出了

“增盈增强型”理财系列“特供”
女性的理财。

今年清明节小长假正好处于
一二季度的交替，据往年情况看，
许多银行会在这个阶段推出一系
列理财产品，来吸引客户投资。为
此，记者走访了烟台市的多家银
行，发现今年的情况有点不一样，
理财产品与往年清明节理财产品
相比，不仅少了很多，而且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水平下降也比
较明显。

清明版理财产品不多见

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各大银行针对清明节小长假推
出的特别版理财产品并不多见。
目前，中国银行针对清明节推出
的假日理财BYZM1212，5万元起
售，预期年化收益率为2 . 56%。募
集期截止日为3月30日，运作期6

天，3月30日开始起息，4月5日到
期，基本不耽误投资者在股市操
作中的资金投放。

而中国光大银行正在发行的
清明节假日理财申购期至3月31

日为止，产品从3月31日开始计
息，运作期5天，该理财产品共分
为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三种起
始申购金额，分别对应不同的收
益率。其中，5万元为投资起点的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3 . 5%，50

万元为起点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 . 6%，500万元为起点的预期年化
收益率为3 . 8%。

收益率水平较去年缩水

以中国光大银行为例，其2011

年推出的“假日盈”清明版理财产
品，5万元为投资起点的产品预期
年化收益率为4%，而500万元为起点
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可达5%。而中国
光大银行今年推出的清明节假日
理财，5万元申购金额对应的预期
年化收益率为3 . 5%，较上年同期低
了0 . 5个百分点；而500万元申购金
额对应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3 . 8%，
较上年同期低了1 .2个百分点。

清明理财收益率“低调”

根据银率网统计，上周投资
期限小于30天的理财产品平均预

期收益率水平下降明显，较上周
下降0 . 3个百分点。

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目前
市场短期产品的收益率都在下
行。以最近两周招商银行发售
的一款“理财夜市”产品为例，
理财期限为38天，认购起点10万
元，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 . 9%，而3

月30日，记者发现同为“理财夜
市”，认购起点同样为10万元，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4 . 9%，而理财期
限却变成了43天。

谈到理财产品收益率缩水的
原因，交通银行烟台分行CEP国
际金融理财师胡卫平说：“今年央
行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信贷需
求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市场资金
面稍微宽松了，理财产品收益率
也就走低了，投资者可以适当关
注一些中长期理财产品。”

格动态e理财

“正利率”时代中长期理财升温
专刊见习记者 于雪娜

格金融资讯
◎2012年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于 4月 1日至 3日举
行，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的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
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
展”，年会将讨论亚洲各经
济体如何在快速和深刻变
革的世界中，转换发展方
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更
加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证监会4月1日
下午发布通知，为进一步深
化改革，不断完善资本市场
功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需要，证监会起草了《关于
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
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意见稿拟扩大询价对
象范围，提高网下配售比
例，并取消现行网下配售股
份三个月的锁定期等。此意
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时间为2012年4月2日
至4月18日。有关意见可发
送 至 邮 箱 f x b 2 7 5 @
csrc .gov . cn，或传真至010-
88061252。

◎中国银监会要求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3月底前
完成对不合理收费、不规范
经营行为的整改。对此，工
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
和邮储银行相关负责人均
表示，已按照监管机构要
求，对银行收费服务项目及
收费标准进行梳理，并发布
了新版服务价目表，4月1日
起执行。

轻松购车，快乐分享
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分期付款助力春季车展

2012年4月5日——— 8日烟台春季
车展期间，工商银行烟台分行倾情
回馈，真诚服务，全程提供牡丹贷记
卡分期购车业务支持和现场刷卡分
期购车服务，为购车客户助力添彩！

1、费率优惠：车展期间，工商银
行牡丹贷记卡分期付款购车享受
优惠费率，2年以上费率低至5折。
分期购物、买车,优惠不容错过。

2、方便快捷：牡丹信用卡客户，

在工商银行指定的汽车参展商户刷
卡购车，卡片额度以内，可现场直接
分期，更高额度，随后申请，方便快
捷，让您提前拥有爱车、分享快乐！

3、高授信、长期限：分期金额
最高可达所购车辆价格的70%，且
专享36期最长分期期数。

分期购车，将带给您全新体验!

详情请咨询：95588或工商银行各
营业网点。

期数
选择

3期 6期 9期 12期 18期 24期 36期

分期付款原
手续费率

1.65% 3.60% 5.40% 7.20% 11.70% 15.60% 23.40%

分期付款优
惠手续费率

1.12% 2.05% 3.07% 4.10% 5.85% 7.80% 11.70%

近日，在烟台记者走访了华
夏银行、招商银行以及兴业银行，
了解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已有所
降温，半年期以上的中长期理财
产品受到更多投资者青睐。
收益率有所下降

华夏银行烟台分行国际金融
理财师赵军告诉记者：“3月份，银
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有小幅下
滑，华夏银行的理财产品的下滑
幅度在0 . 1%-0 . 2%之间。”

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理财
产品收益率“跳水”不是个别情
况，以招商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
为例，今年年初，招商银行发行了
一款“点贷成金714号理财计划”，
投资期限49天，收益率为5 . 5%。而3

月份，该行发行的一款“点贷成
金”系列60天，代码为8565的产品，
投资期限为60天，预期收益率则
降至4 . 5%。
中长期理财受宠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资金
面是偏紧的，有降准的可能。而降
准和降息都将影响货币市场利
率，从而影响与之相关的理财产
品收益。投资者可以适当考虑投
资中长期的理财产品，提前锁定
高收益。”赵军说，“以免后期因降
息、降准导致理财产品的收益降
低，从而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兴业银行烟台分行的理财经
理齐亚说：“从募集期来考虑，也
倾向选择中长期理财产品。投资
者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到期后，
很难适逢赶上下一款银行理财产
品的起息日，若赶不上起息日，则
会有一段时间的空当期。如果产
品销售日与计息日的空当期被拉
长，本来理财期限就短，看似较高

的收益，其实就被摊薄了。”
市民亦偏好中长期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市民对
中长期理财产品的偏好也比较明
显，其中就包括国债。

赵军说：“今年3月10日发行的
第一期和第二期国债(电子式)，就
遭到了市民的热抢。其中5年期国
债，收益率为6 . 15%，不到一小时
就被抢购一空。收益率为5 . 58%的3

年期国债，销售情况也非常火
爆。”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目
前市场上似乎还是以短期理财产
品为主，期限半年以上的理财产
品供应量很少，投资者可根据自
身情况配置不同期限理财产品以
获得最大收益。

分期付款优惠手续费率对照表

2月份宏观经济数据相继出台，相关市场也正在因宏
观经济的变化而出现微调，也带来了理财市场的新变化。
持续两年的存款“负利率”时代终结，致使去年受人追捧
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跳水”，正在到来的“正利
率”时代，让银行中长期理财风景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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