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7.7��星期五 编辑 戴岸松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湘 校对 汤吉A13 经济·金融

7月6日， 金融搜索平台
融360发布6月理财市场报
告，当月银行理财发行量和收
益率均创新高， 消失许久的
5%以上预期收益率产品纷纷
重现江湖，市场一片欢腾。

年中“揽储大战”过后，理
财市场是否迎来拐点？分析人
士表示，从长期来看，货币政
策的导向不变，市场资金流动
性不会再回到过去三年持续
宽松的阶段，银行理财长期收
益走势仍然是看涨的。

6月理财市场迎来狂欢

“6月份银行理财产品发
行量共13085款，较上个月增
加了1080款， 增幅为9%；平
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40%，
较上个月上升 0.16个百分
点，连续七个月上涨，再创年
内新高。”这是融360平台6日
发布的一组数据。

湖南地区，6月以来长沙
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广发银
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渤
海银行等多家银行发行了多
款预期年化收益率超5%的
产品。Wind数据显示，6月发
行的预期年化收益率在5%
（不含）以上的理财产品占据
总发行产品份额的15.05%，
而2016年同期占比仅仅在

1.74%。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发

现，5%的预期收益率已经成
为吸引客户的最好噱头。长
沙市芙蓉中路一家股份制银
行理财经理在和记者交流时
表示， 行里发行的高收益理
财产品往往一两天就被抢光
了，有的还是申请追加额度。

此外， 针对新客户的特
供理财产品近期也频繁曝出
高收益率。 中信银行6月发
行的新客理财预期年化收
益达5.1%;光大银行近期发
行的新客专享理财产品预
期年化收益率达5.3%，起投
金额5万元。

融360理财分析师刘银
平表示， 今年以来市场资金
本来就比较紧缺，进入6月份
以来，市场利率持续走高，银
行间资金成本也在不断攀
升， 再加上各大银行面临年
中MPA考核，银行理财收益
率大幅上涨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 面对个人理财领
域的激烈竞争， 各大银行也
不得不调高收益率吸引客
源， 导致理财收益维持在较
高水平。

长期收益走势仍看涨

今年上半年银行理财收

益涨势非常强劲，6月份银行理
财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40%， 较5月份上升了0.16个
百分点， 不仅创下年内最高收
益水平， 还创下年内最高收益
涨幅。

融360分析师表示，年中节
点，流动性紧张，导致理财产品
收益率出现季节性上涨。 新的
变化是， 尽管监管层调整了存
贷比计算口径，但“抢钱”大战依
然，这也与线上理财渠道资金沉
淀能力有关， 如腾讯理财通、京
东金融、蚂蚁金服等，它们的吸
金能力已经超越很多银行。

不过融360理财分析师认
为，过了年中这个关口之后，银
行短期资金压力将会明显减
轻，7月银行理财收益有可能会
小幅回落，但从长期来看，货币
政策的导向不变， 市场资金流
动性不会再回到过去三年持续
宽松的阶段了， 银行理财长期
收益走势仍然是看涨的， 只不
过涨幅会有所放缓。

普益标准研究员陈丽君也
指出，年中节点，流动性紧张，
导致理财产品收益率出现季节
性上涨， 加上近期监管层加强
对表外业务的监管， 一定程度
上导致市场流动性紧张。 在金
融去杠杆的背景下， 资金偏紧
将成为中长期趋势。

■记者 蔡平

应收账款收回难一直是中小微
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作为专门为
解决应收账款难题而生的保付代理
行业， 正逐步将小微企业的保理融
资需求视为市场“蓝海”，探索设计
出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建立更有效
的信用评价和风控体系。

“保理业务是一项以债权人转
让其应收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
款催收、 管理及坏账处理于一体的
综合性金融服务， 在解决中小微企
业应收账款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日前，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张竞强在2017年中国保理

年会上表示， 在国家鼓励大力发展
应收账款融资的背景下， 我国保理
业将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工商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业务部
副总经理李新彬介绍，2016年我国
保理业务规模超过1万亿元， 预计
2017年业务规模将翻番。“保理业
发展蕴含着很大的机会， 但前提是
风险可控。”

张竞强说， 非银保理是银行保
理的有效补充， 应该发挥自身在机
制方面的灵活性， 更多地关注中小
微企业，与银行保理形成错位竞争。

■据新华社

“今天， 我终于在家人和同事的
共同见证下庄严地加入了党组织，实
现了全家人都是共产党员的愿望！”说
起入党宣誓仪式，刚过完36岁生日的
新党员冯亮难掩激动之情。

7月6日，在毛主席创建的湖南第
一党支部所在地———清水塘毛主席
塑像广场，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委
举办了一场别具一格的新党员入党宣
誓仪式。冯亮和另外26名同事一起，在
家人和数百名同事的见证下，走上宣誓
台，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各党组织负责人依次为
新党员佩戴党徽，发放党章、党费证，
各党员家属代表献花致意。

“2015年以来， 我们就开始探
索党员教育的新途径， 通过强化入
党仪式感、增强家属参与感、提升自
我责任感， 打造党员教育管理新模
式，一年来，我行党员教育得到有力
地加强。”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党务
工作部易展鸿部长说。

新党员郭辉的父亲郭一先作为
新党员家属代表， 在现场发言时不
禁回忆起46年前在巍巍雪山、 庄严
界碑的西藏高原边防前线的宣誓场
景，“现在的青年一代加入党组织，
更是多种社会制度对比后的庄严选
择， 是把党的命运与个人成长结合

起来的自我选择。”郭老先生激情满
怀，“我们不同时代的党员要团结起
来，既要关心亲人在中行的成长，更
要关心中行事业的发展。”

冯亮5岁的女儿，在现场也跟着
众人有模有样地举手宣誓。 冯亮说
自己从小深受军人父亲的影响，希
望也能为女儿树立一个积极正面的
形象，充分发挥党员先进性，立足岗
位干实事。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纪委书记
邵磊表示，入党宣誓不仅是一种形式，
更是一种身份的转变、一种责任的承
担、一种忠诚的承诺。中行将持续贯彻
落实基层党务工作的精益管理，打造
有温度、有深度的党员活动。

别具一格的活动形式， 让新党
员深有感触，难以忘怀。与会党员纷
纷表示，一定牢记誓言，不忘初心，
以高标准、严要求规范自己，为中国
银行的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
力。 本次活动不仅是湖南中行新党
员入党的必备手续， 更是对所有党
员的再教育。 将家庭带入到党建活
动，打破传统规律，创新党建模式，
让党风、家风、行风互相交融，以家
风促党风，以党风正行风，共同强化
党员党性，助力百年中行持续发展。

■周玉婷 周理 经济信息

近日， 湖南省遭遇暴雨
袭击，灾情发生后，太平人寿
湖南分公司紧急启动应急预
案，第一时间做好应急部署，
开通绿色理赔通道， 主动寻
找客户，协助准备索赔资料；
24小时多渠道受理报案；对
于因事故造成保单灭失或损

毁的， 只要申请人提供的基
本信息与公司留存信息吻
合，可直接申请理赔处理；取
消定点医院限制， 因事故出
险需紧急治疗的客户， 在紧
急治疗期间不限制其就诊医
院范围； 简化伤残理赔申请
鉴定手续服务； 理赔服务中

注重人性关怀的原则， 在尊重
客户家属意愿的基础上， 以客
户接受的时间和方式及时支付
赔款， 兑现保单承诺等六大理
赔服务， 全力开展抗洪救灾理
赔工作。

■缪智鹰 李旭峰 周航
经济信息

根据海通证券最新发布的《基
金公司绝对收益排行榜》显示，最近
一年新华基金旗下固定收益类基金
净值增长率为5.98%， 在91家可比
基金公司中排名第1。 值得注意的
是， 在今年一季度绝对收益排行榜
中， 新华基金旗下固定收益类基金
就以1.53%的净值增长率排名行业

第1。从具体产品来看，今年上半年
二级债的收益要明显好于纯债基
金。 根据银河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
年， 新华丰盈回报债券基金净值增
长5.06%、 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基金
净值增长4.13%，分别在181只同类
基金中排名第2和第5。

■黄文成

收益站稳5%，理财市场创出“双高”
下半年理财产品收益率仍看涨

理财产品平均收益连涨7个月，投资者似乎迎来理财“蜜月期”。融360理财分析师刘银平认为，
普通老百姓最适合购买的理财产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一是城商行发行，6月份很多城商行发行的
理财产品收益率都突破了5%，收益优势很明显，而且风险不大；二是风险等级为2级的非保本产
品，因风险等级为1级的为保本理财，收益太低，风险等级为3级或以上的非保本理财产品风险较
大；三是非结构性理财，融360监测的数据显示：6月结构性理财产品达到预期最高收益率的比例只
有一半左右，而非结构性理财产品达到预期收益率的比例接近100%。

建议 有这三大特征的理财产品适合大众购买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全力开展抗洪救灾理赔

保理业关注小微融资 错位竞争寻“蓝海”

一场创新仪式 一次深刻教育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强化党员教育走出新路子

基金资讯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
月30日， 公募基金资产规模总计
10.07万亿。从各类型基金业绩表现
来看，QDII基金平均收益率最高，
近半年回报达7.22%； 其次是股票
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近半年平均

收益分别为4.78%、4.17%； 与此同
时，债券基金业绩持续攀升，今年以
来表现最好的债基是易方达安心回
报A，收益率达8.06%，前十名债券
基金收益均在4%以上。

■黄文成

新华基金二级债业绩领跑

债基今年以来最高收益超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