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理财财产产品品钓钓鱼鱼营营销销惹惹争争议议
网友吐槽：高收益产品抢购难

如今互联网理财产品与传
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均节节
下滑，但一些银行仍不断零星
推出高收益产品。不过，正所谓

“买的没有卖的精”，部分高收
益理财产品采取钓鱼营销的方
式，规定募集限额，许多客户晚
一步就抢不到，只能购买其他
收益率低的产品。

读者刘女士向记者抱怨，
她上周想在某银行购买一款20

万元起、6 . 2%收益的理财产品，
没想到开卖一个小时，就全部
售罄。“我上午10点跑到银行网
点抢购这款产品，就已经卖光
了。可之前我已经留出了资金
准备认购这款产品，最后只能
退而求其次，认购了另一款预
期收益率较低的产品。”

事实上，银行某个时间段
推出的一两款预期收益率偏高
的理财产品吊足了投资者胃
口，吸引大量投资者前往认购，
但最后认购成功的往往只是少

数。另一家银行5月初推出了一
款行庆理财产品，投资门槛30

万元，期限只有68天，预期年化
收益率却高达6 . 2%-6 . 3%，在当
前理财产品市场较为罕见。不
过，这款理财产品最高募集规
模只有2亿元。如果每位投资者
均以最低30万元购买，这款高
收益理财产品只能满足666位
客户认购。而该行近期发行的
其他理财产品，在募集规模上
均不设上限，“以实际募集规模
为准”。

钓鱼式销售手法让投资者
对高收益理财产品的追逐热情
未降反增，但同时也引发了争
议。在微博上，有许多抱怨高收
益理财产品难抢的投资者。一
位投资者诉苦道，“提前10天去
申购银行某理财产品，被告知
20个亿今早已被抢购一空。”

对此，专家表示，银行高收
益理财产品发行时，大多先通知
大客户认购，普通投资者在获取

信息方面不具优势，因此认购成
功的难度相对大些。从预期收益
率来看，银行发行的网银专属、
手机专属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
更高，基本上会比在柜台买的同
类产品高出0 . 2-0 . 4个百分点。大
家不妨从网银渠道购买理财产
品，而且购买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高收益
理财产品购买额度在首日就被
抢光，但产品离它的起息日还
有好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几天
里投资者的资金都只能按照活
期利息计息，实际有效年化收
益率也会被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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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际金金价价创创近近77个个月月最最长长连连跌跌
国际金价跌势仍在持续，

近日更是走出五连阴格局，这
也是自去年11月25日以来金价
连续最长的下跌。多位黄金分
析人士表示，不管是从技术面
还是基本面来看，黄金短期将
继续走弱。

截止到6月2日，伦敦现货
金最高至1250 . 72美元/盎司，最
低至1240 . 7美元/盎司，盘中最
低点创今年2月以来新低。截至
6月 2日 1 8时，伦敦现货金报
1245 . 2美元/盎司，下跌0 . 34%。加
上6月2日，伦敦现货金已经五
连 跌 ，其 中 在 5 月 2 7 日 大 跌
2 . 18%，单日跌幅创去年12月以
来新高；5月28日继续下跌0 . 4%；
5月29日下跌0 . 14%。

受外盘影响，国内黄金市场
也出现了持续下跌行情。其中上
期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1412合
约上周的累计跌幅高达2 . 8%。截
至上周五收盘报价为253 . 3元/

克。世元金行高级研究员肖磊向
记者表示，国际金价持续下跌主
要受三方面的影响。“从供求上
看，二季度是黄金消费淡季，投
资者投资情绪不高，中国黄金进
口量和消费量的下降，影响到了
黄金的走势；另外乌克兰局势有
所缓和，黄金的避险功能也大幅

降温；除此之外，国际投行进入
黄金市场的资金流入下降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价。”肖磊
分析道。

值得一提的是，机构对于黄
金的走势并不看好。美国商品期
货交易委员会(CFTC)上周末发
布的报告显示，截至5月27日，投
机者持有的黄金期货净多头减
少23100手，至净多头73391手，创
今年2月18日以来最低值。其中，
投机性空头持仓大幅增加21317

手，以对冲基金为主的投机者对
做空金价的意愿增强。

与此同时，黄金ETF也整
体减持仓位。据统计，全球主要

的黄金ETF目前持有约1290吨
黄金，较年初的1300余吨继续
下降，其中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SPDR持仓785吨，今
年以来已累计减持约13吨。

针对对冲基金做空黄金的
行为，肖磊认为，这些国际投行
公开发布空头持仓的数据可能
并不是真的看空黄金，而是一
种投资策略。利用黄金的弱势
引导他们的客户投向外汇或者
债券市场，这只是一种特征上
的做空。

不过，从基本面上来看，市
场对于黄金的短期走势并不十
分乐观。肖磊认为，从每年黄金

的走势周期来看，二季度都会
处于弱势，短期来看黄金还将
下降，短期的支撑位在1200美
元左右。从技术面上看，同样存
在较大的下跌空间。威尔鑫首
席黄金分析师杨易君表示，从
周K线来看，近月金价的弱势
反弹特征非常明显，同时周K

线的年线和季度线也像万伏高
压线一样制约着金价的阶段性
反弹，尤其是季度线反压对空
头的帮助很大，目前无论是周
K线还是日K线，趋空趋势非常
明显，且似刚刚开启新一轮破
位下行之门。

据《北京商报》

工商银行个人账户贵金属
买卖，俗称“纸黄金”、“纸白银”
交易。客户可通过网上银行、电
话银行发起交易指令进行账户
贵金属的即时、委托交易，并可
进行账务管理、查询等相关操
作。

工商银行率先推出了个人
账户贵金属双向交易，即先卖
出后买入业务，是指客户在预
期贵金属价格下跌时，且本身
并不持有贵金属情况下，首笔
交易为卖出交易，然后在卖出
的账户贵金属数量内叙做部分
或全部买入交易的业务。投资
者可以直接按工商银行的报价
进行实时成交，或指定价格进
行委托挂单。委托交易包括获
利委托、止损委托、双向委托，
最长委托时间可达120小时。本
产品适用于持有人民币或美

元，又对炒黄金、白银、铂金、钯
金等贵金属感兴趣的投资者，
可以通过工行的网上银行、电
话银行、手机银行(wap)等方式
自助办理个人账户贵金属买卖
(人民币/克)开户手续，开通后
即可进行交易。
产品优势：

1、安全便捷：依靠工商银
行安全可靠的银行系统，您使
用网上银行、电话银行，足不出
户就可以在交易时间内办理黄
金账户管理、黄金即时/委托交
易、账务查询等业务。

2、投资品种丰富：包括人
民币/美元账户黄金/白银、账
户铂金、账户钯金等五种贵金
属产品交易。

3、报价透明：报价与国际
市场黄金价格时时联动，高度
透明。

4、交易成本低：无需进行
实物交割，省去储藏/运输/鉴
别等费用，交易成本低廉。

5、交易时间长：每周一早
上07：00到周六早上04：00，全
天24小时不间断交易。

6、投资门槛低：人民币账
户金每笔交易起点不小于10

克，美元账户金每笔交易起点
不小于0 . 1盎司。

7、T+0交易：当天可多次
进行交易，交易后资金全额实
时到账。
各营业网点均可办理。
咨询电话：6668601 6668648
6668536 6668613

黄金、白银价格下跌怎么办？

先先买买入入还还是是先先卖卖出出，，任任君君选选择择！！

银监会日前发布《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年报》(以下
简称《年报》)，这是银监会自2006

年起连续第八年发布年报。《年报》
在展望中提到，要严控房地产贷款
风险，继续强化“名单制”管理，防
范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可能产生
的风险传染。

《年报》中表示，要高度关注重
点区域、重点企业深入分析不同区
域房地产风险的具体情况，及早制
定风险防控预案，缓释风险。同时，
在新闻通气会上，银监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房地产贷款风险可控。严格
执行国务院相关政策，房地产开发
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和个人贷款等，
没有松动和折扣，也没有讨价还价
的余地，会很好地执行有关政策。

对于市场关注的存贷比考核
指标，银监会表示要深入研究改进
商业银行存贷比考核的总体方案，
强化日均指标考核，纠正冲时点冲
动。《年报》同时披露，截至2013年
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
机构3949家，资产总额151 . 4万亿元，
同比增长13 . 3%；不良贷款余额1 . 18

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016亿元，不良
贷款率1 . 49%，同比下降0 . 07个百分
点。值得注意的是，《年报》显示，去
年银监会通过各类现场检查，共查
处银行业金融机构违规金额2 . 3万
亿元，处罚违规机构1341家。

银监会：

防范个别企业资金链

断裂引发风险传染

“钱”沿看台

信用卡用着好好的，发卡行
主动要求为客户升级成白金卡，
别以为这是人品大爆发，背后可
能暗藏着收费陷阱。

市民张先生日前接到了某股
份制银行信用卡中心打来的电话，

“您好，张先生，我是某银行信用卡
中心客服代表，鉴于您的信用卡用
卡情况良好，我行特别为这类客户
进行卡片升级，将您的普卡免费升
级为白金卡。”升级成白金卡之后，
不仅额度能大幅调高，还能享受多
种贵宾服务，仔细一问才知道，白
金信用卡首年要扣除680元年费，之
后每年有1000多元的年费，非首年
可用20万积分抵扣年费。

记者发现，许多用户都接到过
类似的升级电话，一位用户表示，“某
国有银行打电话来跟我说要把我的
信用卡升级到白金卡，然后说升级以
后年费每年1000元，刷25万元才可以
免年费。”“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白金卡当然不只体现在贵宾服务上，
年费高昂也是其一大“特色”。银率网
分析师认为，对于一般不能减免年费
的白金卡，持卡人应谨慎办理升级。
一般情况下白金卡相对于普卡、金卡
的优势在于多倍积分、较多增值服务
和刷卡优惠，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白金卡的额度比较高，这也是白
金卡最吸引人的一个优势，但如果要
承担较高的年费，那么持卡人不如将
原持有的普卡、金卡进行提额处理。

勿陷信用卡

升级收费陷阱

央行首次将4亿韩元

借给商业银行

央行5月30日宣布，使用中韩
本币互换协议下4亿韩元(约合240

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企业贸易融
资。这是央行首次在双边本币互
换协议下动用对方货币。这意味
着国内商业银行从央行获得了4亿
韩元的流动性支持。

据了解，央行的具体做法是
首先将韩元资金借给商业银行，
然后由商业银行向企业发放贸易
融资贷款，企业用以支付从韩国
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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