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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金融搜索平台融360监测数据
显示，上周（5.6-5.12）银行理财产
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2%，
与上周持平。 融360理财分析师表
示，从整体来看，短期内银行理财
产品的收益率会继续上升。

收益重心重回4%-5%区间

记者统计发现， 目前湖南在
售的理财产品中， 收益率在4%
-5%区间的占比达86%。上周，渤
海银行、 广发银行在湖南发行多
款理财产品， 起购金额为5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分别达到5.05%
和5%。目前在售的银行理财产品
中， 广发银行多款理财产品收益
率都达到4.9%，且仍有年化收益
在5%的产品在售。

融 360理财分析师表示，
2016年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区
间在3%-4%之间的比例最高，不

过2017年以来，收益重心已经转
移到4%-5%之间，并且这一收益
区间的理财产品发行比例将进一
步增加。

平均期限有拉长趋势

就发行量而言，4月初开始银
行业大范围自查整顿， 市场发行
量出现放缓甚至是减少了某些类
型产品发行，不过从期限上来看，
理财产品的平均期限有拉长趋
势。

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 目前
湖南地区银行在售的理财产品
中，投资期限超过6个月的产品占
比达36.7%，投资期限在3个月到
6个月期间的占比为33.3%。

融360理财分析师认为， 一般
来说，理财产品的期限越长收益也
越高，因此今年理财产品的收益上
涨与期限拉长也有一定的关系。

3月至4月以来， 银监会
在官网上密集公布罚单信
息，释放监管加强信号。记者
对湖南银监局公布的处罚信
息梳理，今年以来，湖南银监
系统已累计开出44张罚单，
处罚金额共计963万元。

哪些机构被罚？ 记者查
询了解到，国有银行、股份制
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村镇
银行、 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均
有涉及。不仅是机构，相关个
人也遭到罚款、警告，甚至取
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等
处罚。

从总罚单数量看， 农商

行是重灾区，44张罚单中，涉
及农商行被罚的机构和个人
罚单共计20张，占比45%。如
湖南华容农村商业银行因非
标投资业务违规、 办理无授
信额度和超授信额度的同业
业务、 化整为零发放借名贷
款、 违规核销不良贷款等多
项违规被罚款20万元； 湖南
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因违规发放借名贷款被
罚30万元； 双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违规发放
贷款导致发生案件， 且未按
规定报告案件信息被处罚款
30万元。

本报5月15日讯 俄罗斯的牛
皮糖、 波兰的葡萄酒、 丹麦的生
蚝、 澳洲鲜奶……你不用再跑到
国外，在高桥大市场就可以买到。
记者日前从长沙市商务局获悉，
经过近3年的改造，湖南高桥大市
场成功升级为全国排名第三、中
南地区规模最大、 最成熟的国家
级市场，市场有6000余商户、15万
从业人员，年货流量5000万吨，年
交易额1000多亿元， 成为目前湖
南唯一的千亿级商贸产业集群。

14日， 记者走进高桥大市场
看到，这里一改昔日的脏、乱、差、
堵形象，卫生变得干净整洁，交通
变得井然有序。据了解，高桥大市
场最近一次改造提质始于2014
年，三年来，先后拉通市场周边多
条断头路， 关闭了原来杂乱的物
流市场，并投入1亿元，对基础设
施进行改造， 配套建设了智能停
车管理系统、消防安全系统、24小
时电子巡查系统、 无线智能导购
系统等现代化设施。

据介绍，2014年该市场投入
10.2亿元提质改造了酒水食品

城、 酒店用品城等，2015年至
2016年内完成对东大门百货、酒
水食品城二期、 医药流通园等区
域的改造。 今年， 该市场将打造
“湖湘特色产品旅游购物街区”，
形成进口红酒、洋酒、啤酒的展示
体验街区。现在已经建成“高桥商
城”、“高桥智慧商城”两大电商平
台。 未来5-8年内高桥大市场将
继续转型升级， 投资150亿完成
300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其中商
场、 地下车库均达到100万平方
米，酒店达到20万平方米。届时，
该市场将建成集商品展示、 电子
商务、 金融结算为一体的现代商
品交易中心。

高桥大市场还积极拓展国
际市场，紧跟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总投入4亿元打造高桥国际商
品展示贸易中心， 并通过中欧班
列（长沙）国际货运班列，引进波
兰、 捷克等欧洲16个成员国的特
色产品。 目前这里已经汇集近百
个国家的一万多种进口商品，成
交额突破3000万美元。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陈志群

信贷、票据业务成银行违规“重灾区”

湖南银监局今年开出44张罚单

我省唯一千亿级商贸产业集群产生

银行理财期限拉长
短期内收益有望继续小幅上涨

4月份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18%， 已经连续五
个月上涨。

融360理财分析师认为，未来银行理财收益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
一是市场利率，二是行业监管。市场利率继续走高是大概率事件，这会推
升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进一步小幅上升；自2016年7月以来，银行理财行
业监管加强，这意味着银行的高风险投资行为将被限制，会抑制理财产
品的收益走高。整体来看，短期内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会继续上升，从
长期来看，就要看监管的力度有多大、给银行的整改期有多长了。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罗梓豪

理财利率有望继续小幅走高

银监会15日公布2017年立
法工作计划， 称今年将加快对
银行股东代持、资管业务、理财
业务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

银监会表示， 立法工作要
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
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区
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要针对突
出风险，及时弥补监管短板，排
查监管制度漏洞， 完善监管规
制。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2017年
立法工作计划， 今年要完成的
立法项目有46项， 其中包括制
定《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处置条
例》《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管理
办法》《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
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信用风险
管理指引》《交叉金融产品风险
管理办法》《商业银行委托贷款
管理办法》等，修订《商业银行
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
指引》等。

根据该工作计划， 银监会
今年抓紧研究， 待条件成熟提
出的立法项目共有16项， 包括
制定《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
条例》《信托公司流动性管理办
法》《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评估
和资本要求指引》《关于规范银
行业务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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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加快对银行股东
代持等领域立法

“44张罚单，总计处罚金额963万元。”这是记者15日从湖南银监局网站
了解到的今年以来湖南银行业的罚单数据。从披露的违法违规事实来看，信
贷业务违规、票据业务违规、以贷转存、飞单等是湖南金融机构遭到处罚的
主要原因。其中，农商行占据被处罚银行近半壁江山，涉及违规发放贷款及
因对违规发放贷款担责受罚的罚单就有20张。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罗梓豪

哪些原因导致金融机构
“吃罚单”？从湖南银监系统披
露的违法违规事实来看，信贷
业务违规、 票据业务违规、以
贷转存、虚增存款、贷款五级
分类违规、飞单等是金融机构
遭到处罚的主要原因。

化整为零发放借名贷
款，违规发放异地贷款，发放
虚假按揭贷款， 贷款资金被
挪用……44张罚单中， 涉及
违规发放贷款及与信贷业务
相关的违规被开罚单逾20
张。其中，湖南浏阳江淮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因违规发
放异地贷款被罚20万元；湖
南宁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将贷款资金用于受让
本行股权被罚20万元。

为什么跟信贷业务相关
的罚单较为集中？ 一位不愿
具名的银行业人士表示，主
要原因是信贷业务是银行的
传统业务， 在各类业务中占
比较大，“监管处罚比较集
中， 主要是因为业务基数比
较大。”

此外，多家银行因“以贷
转存，虚增存贷规模”被罚。
违规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承
兑， 贴现资金回流银票出票
人账户， 未经总行授权办理
票据业务， 对未经授信企业
进行贴现融资、 为转贴现票
据提供回购承诺……涉及票
据业务违规的罚单有8张，共
涉及6家银行，多家股份制银
行因票据业务“中枪”。

农商行占罚单近半壁江山

信贷、票据业务频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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