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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产品让理财稳赚
本报记者 赵兴超

财经

2013年6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赵兴超 组版：张祯C08 今日泰山

本报泰安6月17日讯(记
者 赵兴超 通讯员 肖
培连 ) “我有不良信用记
录了咋办？”6月14日，在泰
安市政府法制办与人行泰
安市中支联合举办的6·14

《征信业管理条例》暨信用
记录关爱日大型现场宣传
活动上，银行业工作人员走
上街头，和市民详解个人信
用的问题，普及征信常识。

6月14日上午，由市政
府法制办、人行泰安市中支
主办，全市14家银行业金融

机构共同承办的“学好征信
条例，唱响征信之歌”大型
现场宣传活动隆重举行。在
东岳大街泰安市政府附近
人流密集的兴业银行门口，
布置了大型宣传专区。现场
设置咨询台15张、介绍征信
管理条例、信用知识等内容
的条幅与展板14块。各行宣
传工作人员向市民发放《全
面贯彻落实<征信业管理条
例> 促进征信业规范健康
发展》、《珍爱信用记录 享
受幸福人生》等宣传单与宣

传手册，并向前来咨询的群
众耐心讲解《条例》相关内
容，帮助大家加深对《条例》
内容、征信业务、信用报告
查询、异议处理等知识的认
识和理解，提高个人信用意
识水平，在日常生活中做到
诚实守信，主动维护自身良
好的信用。

“我的车贷逾期还款了
两次，会不会产生不良信用
记录？”“我的信用卡有一次
忘记还款，迟了一周才想起
来，会有什么处罚？”“我的
个人信用记录莫名其妙出
现一次不良记录，该找什么
部门解决？”在现场，不少市
民就自己遇到的信用情况
提出咨询。工作人员帮市民
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解释
处理的步骤和注意事项，并
且提醒市民通过按时还款、

设立银行卡自动到期还款
等办法，尽可能避免此类情
况发生。

从4月份至今，接连震荡起伏的黄金，套住了不少投资者。而今年来，A

股市场震荡剧烈、银行理财产品收紧等因素，也让更多投资者对投资市场

信心不足。到底哪些投资理财方式，既能在跑赢通货膨胀的同时，又能在充

满风险的投资市场中获取稳健收益？理财师建议，结合产品特色与自身需

求，才能配置“最合算”的投资组合。

国债收益稳定可控

从四五月分新发行的
国债情况看，泰城市民对国
债的青睐程度，仍然有增无
减。作为国家信用的体现，
国债仍有着巨大的优势。

泰城一家国有银行经
理说，国债是国家信用的主
要形式，信誉度非常高，风
险也很低。目前银行销售的
国债主要有凭证式储蓄国
债和电子式储蓄国债。近年
来，国债受到不少稳健投资
者的热捧，经常一上市就被
抢购一空。特别是今年，前
几次国债发行，早上8点半
刚开售，不到一个小时许多
网点就被抢光了额度。

市民李先生最钟爱的
就是国债，他告诉记者，自
己已经连续十多年买国债，
钱多了就买十万，少了就买
三五万。相对于银行存款而
言，国债利率高，收益一般
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以
今年4月10日发行的国债为
例 ，3 年 期 票 面 年 利 率 为
5 . 00%，5年期票面年利率为
5 . 41%，而3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为4 . 25%，5年期定存利率
为4 . 7 5%。如果同时存5万
元，国债3年收益共计7500

元，而3年定存利息收入为
6325元，国债比定存利息共
计高出1125元；其次，灵活
性较强，国债提前支取分段
计息，可以按照实际持有期
限不同享受相应利率，而定
期存款提前支取则执行活
期利率。

但理财师也表示，购买
国债不是万能的，投资者在
购买国债前，要确定这部分
资金至少三年不需要支用。
由于目前处于低息阶段，投
资者购买国债时应尽量买
短期的，一旦加息，可提前
支取再重新购买新国债。另
外，提前支取国债会损失利
息收入，还要支付一定的手
续费。除国债外，一些保本
型理财产品也能确保本金
不受损失。如工商银行结构
性存款、保本型理财产品，
本金得到充分保障，预期年
化收益率3 . 4%-3 . 7%，期限
为1个月到1年不等。

保本基金要长期持有

对于一些没有买到国
债的投资者来说，保本基金
不失为一种保本理财的稳
妥选择。

“保本基金的特点是在
保本周期内保障投资本金
的安全。在未来股市走势不
确定时，投资者可以在保障
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参与股
市，获取股市上涨的收益，
具有独有优势。”泰城一家
银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由
于能博取股市上涨的超额
收益，保本基金的收益并不
比国债低。相对于国债较长
的发行间隔、固定较少的发
行次数，保本基金的发行频
率高出不少，对于把握不准
发行时间的投资者，也是一
种便利和优势。

市民周女士曾购买了

一款保本基金，第二年家
中老人遇到事故，急需用
钱，周女士只能着急赎回
了。10万元的保本基金，不
但一年的持有期内没有获
得收益，反而还扣了2000元
的惩罚费用。对此，周女士
一直耿耿于怀。从事基金
工 作 的 刘 经 理 告 诉 周 女
士，保本基金保本是有条件
的，投资必须持有到期，期
限一般来说在两三年。只有
这样，才能兑现承诺的保
本，中途赎回并不提供保
本。保本基金的运作，和封
闭基金相像，提前赎回就会
受到惩罚性费率，标准在
1 . 5%-2%左右。因此，购买保
本基金时必须看好合同规
定，也只有长期持有才能获
得一定收益。

债市上涨带动债券基金

债券基金在近一年来
债市上涨的情况下，对于不
少投资者是一个利好形势。
其中，一些固定收益投资能
力突出的债券基金，收益更
是稳重有升。

今年三月，市民孙先生
把炒了8年的股票，以亏损
四成的价格脱手，用这些钱
配置了部分债券基金。孙先

生说，他就是看准了去年债
券基金的涨势，认准今年还
会继续。债券从业者刘女士
说，经济复苏预期好转带动
股债市场出现上扬，从中长
期看，经济弱复苏仍长期利
好债市，债券市场发展也带
给债基投资更多机会。

业内人士介绍，根据是
否投资股票，债券基金分为

纯债基金和二级债基。其
中，纯债基金对于追求固定
稳定收益的投资者来说最
为适合，它只投资于固定收
益类金融工具，不投资股
票，风险相对较低。二级债
基可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
的股票以及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权证等其他金融
工具。其优点在于可以根据

股票市场走势灵活地进行
资产配置，在控制风险的条
件下分享股票市场带来的
机会。

在购买债基前，投资者
一定要看清投资方向，并结
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
行选择。二级债基有一定的
风险，保守型的投资者不适
合出手。

货币基金跑赢活期存款

有“准储蓄产品”之称
的货币基金，因为门槛低、
流动性强，也是部分投资
者的选择之一。

据 相 关 统 计 数 据 显
示，近两年来，货币基金平
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不仅远
高于活期，甚至跑赢了一
年期定存，大有取代活期
存款的趋势。而银行理财

经理牛先生表示，货币型
基金主要投资于债券、央
行票据、回购等安全性极
高的短期金融品种，其主
要特征是“本金无忧、活期
便利、定期收益、每日记收
益、按月分红利”。

记者从基金公司了解
到，货币基金投资门槛低，
一般1000元即可购买，且申

购和赎回均没有任何手续
费。同时，货币基金流动性
较强，一般T+2或T+1个工
作日即可到账，部分货币
基金甚至实现了T+0到账。
此外，货币基金本金一般
比较安全，适合对流动性
要求较高的投资者。

尽管货币基金有着比
较明显的优势，货币基金

还是不适合作为长期投资
方式。资金闲置一个月以
下的，可以考虑货币基金。
其中，家庭备用金可以购
买货币基金，以备不时之
需及时取用。例如工商银
行代理基金、券商产品，随
时购买、赎回，预期收益率
较高，适合风险承受能力
较高客户。

理财产品收益上扬选准保本型

近期，银行理财产品平
均预期收益率连续两周上
涨，尤其是一个月以内期限
的超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大
幅上涨至3 . 98%左右，重回
年内最高水平。

记者从泰城一些银行
了解到，借助端午假期，银
行在资金压力下，银行间和

交易所债市资金价格攀升。
部分新发行理财产品，预期
收益超过4%的占了不少份
额。根据相关机构统计，截
至6月7日，剔除结构性理财
产品，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
期收益率为4 . 39%，较五月
中旬的最低点4 . 24%高出15

个BP，基本回到今年3月中

旬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
益率水平。

随着季末临近，又受到
节日备付、外汇占款回落预
期及此前财政缴款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资金面紧张的局
面可能在短期内很难缓解。

在多家银行发行的理
财产品中，保本型理财产品

日益凸显。如工商银行保本
型理财产品本金充分保障，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3 . 4 % -
3 . 7%，期限为1个月到1年不
等。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
稳健型投资类理财产品，半
年期产品参考年化收益率
可达5%，35天产品参考年化
收益率也在4 . 55%左右。

近年来，人行东平县
支行积极引导全县金融部
门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
己任，积极主动地全方位
融入到全县经济发展中
去，立足自身特点，结合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创
造性地贯彻落实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不断优化金融
服务，创新业务品种，主动
与企业对接，积极开展对
上营销，扩大授信，强化了
对全县“三农”、骨干企业、
优势行业和新兴产业的信
贷支持，始终保持了金融

健康平稳运行，为全县经
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
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截至2013年4月末，东
平县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00 . 69亿元，比年初增加
9 . 88亿元，增长10 . 8%，首
次突破一百亿元。较2008

年4月末增加61 . 09亿元，
增长154 . 2 7%，年均增幅
20 . 52%，对全县实体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通讯员 张伟

肖培连 张衍栋)

东平县贷款
首次突破100亿元

征信宣传走上街头

关注个人信用记录

征信条例宣传现场，市
民了解征信知识。 本报记
者 赵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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