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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理财

年末临近， 您手中的余钱
准备搁哪儿呢？

竞相推高理财产品收益、
定存利率上浮到顶……市场资
金面紧张， 迫使众多银行各显
神通，提前上演揽储大战。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 把握
好银行发行产品的节奏， 在年
末产品收益率再走高时， 买入
更有竞争力的理财产品， 还须
看清产品实质，多加斟酌。

理财产品收益冲刺6%

上周五（11月15日），中国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突然趋紧，
货币利率大幅走高。 年底流动
性趋紧使得市场对后市资金面
预期进一步悲观。 一方面是银
行间市场流动性的紧缺， 另一
方面年末各项考核渐行渐近，
银行之间对客户和资金的拉拢
已马力全开。

“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上十
条理财新品短信。”进入11月以
来， 长沙市民刘梅对于收到的
各类“专属”理财发售短信颇为
心动，原因很简单，这些产品的
预期年收益率都非常诱人。

记者注意到， 目前长沙地
区银行在售的理财产品中，平均
预期收益率越来越高。 其中，包
括一向并不以理财产品收益率
见长的国有大行，3个月以上期
限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超过
5%，部分银行甚至超过了6%。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资深
理财专家朱沛琴建议，市民可以
重点关注城商行、股份制银行这
两类银行，它们更有可能推出高
收益理财产品。

利率全线上浮吸储

除了高收益理财产品成揽
储先锋外， 存款利率上浮至顶

也成为各家银行的不二选择。
11月19日，在长沙芙蓉路

一家商业银行网点， 工作人员
向记者表示目前该行正推出存
款利率全线上浮至顶的活动。
“不管客户存多少钱， 存多久，
都能享受在基准利率基础上再
上浮10%的优惠。”

记者获悉， 湖南目前已有
长沙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北京
银行、 东莞银行、 广东南粤银
行、广发银行、渤海银行、光大
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民
生银行等上浮定期存款利率。
其中， 长沙银行等多家银行更
是将定存顶格上浮10%， 各档
定存达到央行基准利率1.1倍。

值得一提的是， 存款利率
的优惠手段也被外资行借用。
比如东亚、 新韩银行的人民币
各档定存均上浮至顶， 花旗的
一年期定存利率则上浮至
3.3%。

11月18日，长沙银行宣布手机
银行产品“掌钱”全面上线，主打
“零门槛、零距离、零费用”卖点，即
通过“掌钱”进行汇款或转账，无论
同行或跨行，本地或异地，都能做
到免费、实时转账。

记者获悉，长沙银行“掌钱”打
破了各家手机银行仅支持本行卡、
不支持他行卡应用的传统限制，将
超级网银、支付宝和手机电子钱包
集于一身， 实现了他行卡也能在
“掌钱”上进行充值、缴费和跨行转
账等操作。注册登录后可享受随时
向百余家银行的银行卡（含跨行）
进行“零手续费”充值与转账。

■通讯员 胡岚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劳动路支行作为全省农行系
统代理省级国库集中业务和中央
专项资金拨款的主办行，承担着全
省日常业务管理、操作及业务辅导
工作。覃澧蓉是该行代理财政业务
方面的专家，在合作方案及业务流
程制订、程序开发与测试、日常运
行管理、客户维护和营销沟通等方
面都做出了较大贡献。

对于外行人来讲， 整天与财
务、数据、程序打交道是非常枯燥，
也是件特别繁琐的事。然而，进行
账务管理核对， 完成与人民银行、
财政局的账务核对是覃澧蓉每天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虽然事情繁多
且要求高，但覃澧蓉整理得比机器
人还要精准。据了解，劳动路支行
自代理上述财政业务以来，从未发
生一笔支付差错。

除此之外，覃澧蓉每天还及时
解答全省各经办网点的疑难问题，
为各市州行的财政业务提供业务
辅导，并协助省分行进行了相关业
务的培训。她不仅完善了湖南省国
库集中支付的操作规程及管理办
法，还编写了长沙市级财政备用金
支付操作规程。今年11月，在长沙
市级国库集中支付备用金业务的
程序开发过程中，覃澧蓉更是加班
加点，编写业务需求、进行业务测
试，为该业务的顺利上线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得到人民银行和长沙市
财政的肯定。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肖志芳

年化收益5.2%，百万元预期获利5万

利率上浮至顶，理财产品收益涨

年末银行频频出招，“揽储战”开打

11月18日，普益
财富监测数据显示，
在上周， 全国范围内
80家银行共发行了
609款理财产品。其
中， 人民币理财产品
597款，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5.14%。据统计，
与上期报告相比，产
品的最低预期收益率
不变， 最高预期收益
率则上升了50个基
点。

不断上升的理财
产品发行数量和年化
预期收益率都在无声
地透露出一个讯息，
有市场才有供给，在
市民理财热情不断攀
升的大背景下， 银行
发行风险较低、 收益
预期相对较高的产品
已成为一种流行趋
势。 记者近日在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湖南省
分行了解到， 该行人
民币理财产品系列将
于本周五开始公开发
行第225期理财产品，
产品的资金募集期为
11月22日至11月25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超过上周的理财产品
平均值，达到5.2%。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朱蓉

通讯员 赵婕

不久前，家住荷花池社区的
曹清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辛
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他终于有
空来“给自己的资产增点值”。学
年轻人玩股票？他戴着老花镜也
很难看清软件上忽红忽绿、不断
变化的数字了。

“如果有个理财方式是比
较省心，又没什么风险的，那就
好了。”在一次与街坊邻里聊天
的时候， 曹爹爹说出了自己的

想法。 坐在旁边的王阿姨接了
话， 告诉他可以从领取退休工
资的邮储银行买点理财产品。

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南
省分行直属支行客户经理陈梦
柔介绍，将于11月22日公开发
行理财产品资金募集期为365
天，“今年11月26日开始， 到明
年11月26日正好结束，不用特
意去掰着手指算到底是哪天到
期，365天期的产品适合‘少操

心’的人群进行购买”。
据了解， 此次发行的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财富债券2013
年第22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的
个人客户的认购起点金额为5
万元，需要以1万元的整数倍进
行递增，“客户无权提前终止该
产品，产品理财期满时，银行将
在实际终止日后3个工作日将
客户的理财资金划转至客户指
定的账户。”陈梦柔说。

随着移动支付愈发为市
民所接受，理财产品能够实现
多渠道购买也成为了银行之
间竞争的一大利器。“低头族”
越来越多，很多年轻的消费者
玩着手机就把钱给花了，把理
财产品给买了。 陈梦柔介绍，
目前邮储银行的理财产品同
样能够做到线上下单、购买与
结算等一系列网络服务。

陈梦柔介绍，目前，邮储
银行225号理财产品已经实现
了网点柜面、网上银行和手机
银行三种发售渠道，无论是追
求快捷方便的上班族，还是喜
欢到柜面由客服人员进行讲

解再购买的投资者，都可以选
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

而就投资收益率而言，225
号理财产品的收益在同类型理
财产品中， 以5.2%的预期年化
收益名列前茅。 陈梦柔给记者
算了这样一笔账： 以客户投资
100万元本金购买此类期限为
365天的理财产品，按照预期年
化收益率5.2%进行计算， 具体
收益金额约为5.2万元。

她给 出的 计算 公 式 为
“（投资者投资金额×5.2%×
365）/365=预期收益（元）”“将
客户100万元的投资额度代入
这个计算公式，我们可以得到

他的预期收益约为5.2万元。”
陈梦柔告诉记者。

曹爹爹告诉陈经理， 自己
打算存30万元， 按照上述计算
公式， 能够得到1.56万元收益。
“挺满意， 比存在银行的定期划
算多了。”曹爹爹说，他准备这周
末让儿子用邮储银行的手机银
行客户端进行购买。

陈梦柔还告诉记者，对追
求稳健收益但风险偏好较低
的理财投资者而言，邮储银行
225号理财产品是较为适合的
产品，而该产品也以稳妥的投
资方向和选择多样的购买形
式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365天期理财产品将于本周五上线

购买方式多样化，100万元预期获利过5万

长沙银行新推“掌钱”神器
跨行异地转账全免费

… “最美农行人”系列报道十八

普通岗位上的精准“女王”

存款要货比三家， 在银行
购买理财产品时， 更要看清产
品实质。

看清产品的发行方很重
要。 银行理财产品是由银行募
集资金负责资产、 投资并进行
收益分配， 投资者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的合同是与银行签订，
而非个人或其他公司。 而代销
理财产品则是与银行以外的其
他机构签订合同。

想获取高一点收益的市
民， 还可以关注一些理财产品
销售新渠道，例如网银、手机银
行等渠道的专属理财产品。无
论是期限还是收益率， 都要比
柜台产品更具吸引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实习生 孙旖雯

… 小贴士

抢购理财产品须三思

“玩着手机也能买理财产品”

“不用数日子盼到期，省心”

… 理财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