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理财2018年1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白新鑫 美编：郭传靖
今日山航

收收益益走走高高
22001188年年银银行行理理财财产产品品怎怎么么买买？？

S05

开年收益率继续上行

据普益标准发布的最新数
据，上周(1月6日-12日)封闭式
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
益率升至 4 . 8 4%，环比增长
0 . 02个百分点，比2017年末增
长0 . 14个百分点。

收益率破“5”的产品也比
比皆是。例如招商银行北京分
行销售的一款理财产品，认购
起点5万元，期限179天，风险评
级是稳健型，预期收益率达
5 . 2%；光大银行一款3月期的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 . 1%，
认购起点同样为5万元。

通过对比多家银行官网发
布的理财产品信息可以看出，
银行理财收益率整体还是和认
购起点、期限、风险级数等成正
比。例如建行在售的理财产品
中，一款私人银行产品预期年
化收益率相对较高，达5 . 08%，
但投资门槛为100万元，期限
726天。

不同购买渠道下的银行理
财，收益率也不尽相同。例如于
1月18日发行的一款华夏银行
手机银行夜市理财，期限50-
365天，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5 . 15%-5 . 4%，5万元起购。以高
收益来吸引客户，也是银行提
高手机银行用户黏性的一种方
式。

今年理财收益上

涨空间有限

事实上，2017年银行理财
收益率就一路走高，1-4季度封
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
均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4 . 1 8 % 、
4 . 39%、4 . 57%和4 . 7%。在这背

后，是我国金融市场去杠杆导
致货币市场利率全面攀升。控
制基础货币投放、准备金率调
节货币乘数、上调逆回购、常备
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
(MLF)、流动性工具利率等操
作贯穿2017年。

2018年的主旋律依然是强
监管。年初以来，金融监管部门
已下发至少5道文件延续或补
充前期政策。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协同创
新中心研究员李虹含表示，目
前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居
高不下，未来有必要采取更加
有针对性的政策加速“去产能、

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的
节奏。

从外部因素来看，当前世
界主要经济体紧缩货币趋势逐
渐明朗，“加息”再次成为国际
金融市场的热词。包括美国、加
拿大、英国、韩国在内的央行先
后进行了加息，中国香港也在
早些时候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
基点至1 . 75%。

利率变化也牵动着市场的
神经。日前一位央行官员在公
开讲话中阐述利率与杠杆之间
的关系，就被敏感的市场人士
误读为“短期内有加息空间”。
但不久该消息就被辟谣。融360

理财分析师刘银平认为，2018
年加息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
概率较低，货币政策稳健中性
的基调不会变，虽然说是中性
但是会向偏紧的方向去靠，市
场利率大概率会继续向上走。

“进一步来看，如果央行加
息，基准利率就会上调，银行理
财收益率也会很快跟着调整，
即使央行不加息，基准利率不
变，在流动性收紧、市场利率走
高的情况下，2018年银行理财收
益仍有可能继续上涨，不过增幅
相较于2017年可能会放缓。”刘
银平分析称。数据显示，2017年
四季度的封闭式理财预期收益

率涨幅就已呈缩小之势。

有意购买应及早

出手

理财收益率的上行，对于
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意味着投资可以获得更多的收
益，而且银行理财一直以来也
是非常稳健的投资标的，与其
他理财产品相比，无论是上涨
还是下跌，银行理财收益波动
都相对较小，比如2017年银行
理财累计上升了0 . 84个百分
点，而货基宝宝上升了1 . 23个
百分点。

也因为波动相对不大，业
内人士建议投资者如果有意向
购买，可以及早出手，避免额度
售罄或下一期产品期限、风险
等不符合自己的预期。一位银
行理财经理分析称，其实有时
候投资者只看到收益率的数
字，没有实际计算增加或减少
的收益。以10万元投资半年期
理财来计算，4%和5%的年化收
益率，看上去涨了不少，但半年
获息只差500元。

“对于投资者来说， 购买
银行理财跟炒股、买基金、买黄
金不同，是不需要看时机的，现
在就是购买银行理财的最佳时
期。只要手上有资金，并且有理
财需求，趁早买理财肯定要比
等一等、观察形势后再买更
好。”刘银平也有相同建议。不
过也有一种情况例外，刘银平
指出，春节即将到来，如果不确
定在春节前后要花多少钱，不
确定资金什么时候要用，那么
建议先把钱放在货币基金里
面，等到确定在未来一段时期
不用了再去买银行理财。(来
源：北京商报)

1144家家上上市市公公司司
预预披披露露利利润润分分配配方方案案

在监管部门屡屡提及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回馈股东之
后，今年预披露2017年利润分
配方案的上市公司，在派发现
金红利上终于有了共识。

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
共有14家公司预披露了2017
年的利润分配方案，这14家公
司皆提出了给股东派发现金
红利。而在此前，动辙“10送
30”让投资者震惊的送转方案
逐渐消失，从目前这14家公司
预披露的方案来看，“10转18”
已是最高。

从目前预披露的2017年
利润分配方案来看，杰恩设计
的现金红利分配额度最高。杰
恩设计称，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15元(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15股。

在公告中，杰恩设计提及
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与公司成长性匹配
性的话题，“根据公司2017年
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2017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0 . 00%
至70 . 00%，盈利6123 . 92万元
至6940 . 44万元。”

与杰恩科技相似的是，其
余预披露2017年利润分配方
案的上市公司，也有多家在公
告中提及了分红送转方案是
否和业绩相匹配，如“方案综
合考虑了公司的持续发展、战
略规划以及广大投资者的合
理诉求，全体股东能够分享公
司发展的经营成果，与公司经
营业绩、成长性及未来发展规
划是匹配的”。此外，还有一些
公司披露了在利润分配方案
预披露前后，重要股东的增
持、减持情况。

不过，从这些公司的公告
中可以看出，也有公司在预披
露了2017年的利润分配方案
之后，因净利润同比下降而受
到关注。1月9日，富邦股份发
布公告称，鉴于公司目前经营
状况良好，且公司自上市以来
只在2015年半年度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10股。现考虑公
司股本规模相对较小的因素，
为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股
票流动性，并充分考虑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更好
地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
公司发展经营的成果，提议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 . 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8
股。

不过，该公司同期披露了
业绩预报，净利润同比下降5%
至25%，对于业绩下降的原因，
富邦股份称由多方面因素所
致，其中包括营业收入受国内
化肥行业周期性波动影响公
司营收增幅减缓，但海外市场
自营业务收入规模较上年增
幅较大；基于土壤数据的新型
肥料收入同比增加等原因。

对于这个分红送转方案
和业绩的匹配性，公司称“与
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
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来源：
证券日报)

1月17日，央行称，目前
有关金融统计工作正在抓紧
进行，预计普惠金融定向降
准可于2018年1月25日全面
实施。2017年9月30日，央行
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
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
知》，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
准政策保留了原有两档考核
标准的政策框架。央行公开
市场业务操作室负责人曾在
去年12月中旬表示，普惠金
融降准措施落地将释放长期
流动性3000亿元左右。

根据国务院部署，为支
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
务，聚焦单户授信500万元以
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
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
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
学等贷款，央行去年9月30日
发布《通知》决定统一对上述
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
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
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
策。凡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
或增量占比达到 1 . 5%的
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
在央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

下调0 . 5个百分点；前一年
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
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
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
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

“此次对普惠金融实施
定向降准政策，是根据国务
院部署对原有定向降准政策
的拓展和优化，以更好地引
导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
务。”央行有关负责人指出，
按《通知》发布时的数据测
算，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
准政策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
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
约95%的非县域农商行。

央行有关负责人强调，
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
策并不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
总体取向。对普惠金融实施
定向降准政策建立了增加普
惠金融领域贷款投放的正向
激励机制，有助于促进金融
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优化
信贷结构，这属于一种结构
性的政策。同时，定向降准政
策释放的流动性也是符合总
量调控要求的，银行体系流
动性保持基本稳定。(来源：
证券日报)

央央行行将将定定向向降降准准
放放水水33000000亿亿元元

与往年“翘尾”后回落不同的是，进入2018年，银行理财收益率仍继续上行。最新数据显示，封闭式
预期收益型理财的平均收益率已接近4 . 9%。在业内人士看来，受国内金融持续去杠杆、国外多家央行
加息等因素的影响，2018年银行理财收益率还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不过增速可能放缓，投资者如有
意购买应及早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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