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家银行推1元理财产品，你会尝鲜吗
产品净值化管理，无法预知实际收益率，理财产品动辄3、5年

本报8月13日讯 动辄上
万元的门槛，将不少市民拦在了
银行理财大门之外。不过，随着
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成立，记者发
现，近期多家银行面向市民销售
的理财产品门槛已降至1元。

多家银行推出
1元理财产品

“以前买银行理财产品，最
少是1万元起购，现在是1元起，
几十元几百元也可以用来理财
了， 对我理财资金的分配方便
了很多。”长沙市民刘琳平时习
惯在工商银行购买理财产品，
她最近发现， 工行手机银行
APP推出了起购金额仅1元的
产品，便尝试购买了一些额度。

记者了解到，2019年是银
行理财子公司元年， 工行、农
行、中行、建行、交行等五大国
有银行的理财子公司均已获批
开业， 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发行
的理财产品投资门槛低至1元。

8月12日， 记者在工商银行
手机银行中看到， 工银理财在售

的一款“鑫得利”恒鑫固定收益类
理财产品，起购金额为1元，产品
期限为501天， 业绩比较基准
为4.6%。此前，建信理财推出
的一款“乾元-睿鑫”科技创新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也是1元起
购， 期限3年， 业绩比较基准为
5.8%-8.5%。

记者查询得知， 除了五大
行之外， 目前还有20多家银行
公告称成立理财子公司。 根据
规定， 理财子公司要在批准之
日6个月内完成筹建，这意味着
今年还将有一批理财子公司相
继开业， 不出意外也会有越来
越多的1元理财产品面世。

理财子公司产品
不再保本保收益

与之前动辄万元的理财产
品投资起点相比， 银行理财子
公司的产品门槛低至1元，且其
投资标的相较于传统银行理财
更为丰富，包括权益类资产、未
上市企业股权等。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投资

门槛低，但1元理财产品的持有
期很长，动辄便是3年或5年，对
资金流动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者
而言，要做好资金的合理分配。

此外， 理财子公司的另一
大特点是产品全面净值化，不
再有保本产品， 也没有保收益
之说， 所以目前银行理财子公
司推出的产品中， 以往常见的
预期收益率的表述已变为“业
绩比较基准”。

一名股份制银行的理财经
理告诉记者， 过去到银行买理财
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率可能是4%
或5%，到期时基本上会据此来兑
付，净值化管理之后，购买前是无
法预知产品实际收益率的， 而是
以产品净值的形式定期公布，每
天赎回的价格都可能不同。“因此
不排除一些低门槛的理财产品收
益率波动可能会较大，普通投资者
购买前一定要认真阅读产品说明
书，了解所购产品的资金投向、还
款来源、担保措施、公司信誉等，
提高风险意识，合理配置资产。”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肖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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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一汽丰田全新第12代
卡罗拉在北京园博园·丽维赛德
会议中心正式上市。 推出燃油版
和双擎版共8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1.98万-15.98万元。

全新第12代卡罗拉基于丰田
TNGA架构打造，全系搭载最新的

丰田智行安全系统（TSS��2.0），具
备L2级别自动驾驶的核心功能。标
配8个安全气囊和10项主被动安
全装置， 首次搭载的丰田智行互
联系统。提供“远程诊断、紧急救
援、健康报告、被盗追踪”4大车联
网功能。

本报8月13日讯 继今年2月
末湖南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突
破5万亿元大关后，今日从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再度传来好消息。
截至2019年7月末，全省金融机构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突破4万亿
大关，达到40285.4亿元，同比增长
15%，标志着我省金融实力和支持
实体经济力度又迈上新台阶。

历时25个月再破整数关口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公布的

历史数据显示，2010年2月， 湖南贷
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大关；2014年8
月， 湖南贷款余额突破2万亿元大
关；2017年6月，湖南贷款余额突破3
万亿元大关；2019年7月， 湖南贷款
余额突破4万亿元大关。从时间节点
不难看出，全省贷款余额突破2万亿
历时54个月，突破3万亿元历时34个
月，突破4万亿历时25个月，湖南贷
款总量呈加速跨越式发展的特点。

自2013年2月以来，湖南贷款增
速连续78个月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三年来，全省贷款年均增长14.8%，快
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

五大原因促总量持续增长
我省贷款总量为何能保持较

快增长呢？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是得益
于全省经济保持健康平稳发展。
2019年上半年， 湖南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7784.6亿元， 居全国第8
位，同比增长7.2%，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0.9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得益于稳健的货币
政策和逆周期调控。湖南通过组织
实施宏观审慎评估工作，创新货币
信贷工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和沟通，运用再贷款、常备借贷便
利等政策工具，积极引导了全省信
贷平稳较快增长。

金融服务与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对此也助力不少。近年来，全
省金融机构紧紧围绕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及小微企
业贷款“两增两控”、民营企业贷
款“一二五”等目标，积极创新民
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今年
1-7月， 全省民营企业贷款新增
730.2亿元，同比多增409.9亿元。

此外，我省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持续增强 ， 全省基础设
施补短板力度加大， 对我省贷
款总量保持较快增长也发挥了积
极作用。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陈慧

8月12日下午，一场“用
匠心‘湘’约公益”的活动在长
沙中茂城的肯德基、必胜客餐
厅举行。来自湖南的非遗传承
人、手工匠人们用“匠心”助力
“捐一元”，而当天晚上举办的
爱心拍卖晚会也将活动推向
了高潮。

在肯德基餐厅内设置的
“非遗体验区”内，江永女书
非遗传承人李爱莲到场互
动， 消费者捐款一元及以上
便可参与非遗技艺的体验互
动，体验滩头年画、江永女书
的神奇魅力。 而在必胜客餐
厅的衍纸技艺体验课里，用衍
纸做成的2019“捐一元”升级
版公益形象“一元侠”也吸引
了不少关注。

而于当晚进行的拍卖会
则汇聚了百胜中国内部员工、
中茂城爱心商户、志愿者以及
热心市民等众多力量，共募集
善款12600余元。

今年8月10日起，百胜中
国旗下肯德基、必胜客、塔可
贝尔、东方既白、小肥羊餐厅
同步正式拉开了“捐一元”第
12年爱心之旅。8月10日至9
月1日，是2019年“捐一元”
的爱心活动募捐周。 此外，
肯德基和必胜客会员还可在
活动期间用每5000V金即兑
换一颗爱心， 每兑换一颗爱
心，百胜中国便会捐出一元，
用于参与今年的“捐一元”爱
心活动。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食品营养与安全所在“捐
一元”开展地区进行历时9个月
和2年的跟踪调查发现， 每天
食用蛋奶营养加餐的学生在
营养不良率、 生长迟滞率、中
重度消瘦率以及贫血率等方
面与未食用营养加餐的学生
相比均有显著下降。

2008年， 中国扶贫基金
会联合百胜中国发起了“捐一
元·献爱心·送营养”公益项目
（以下简称“捐一元”），号召小
额捐赠、人人参与，帮助贫困
地区的孩子每天吃上牛奶加
鸡蛋的“营养加餐”，并为条件
匮乏的山区学校配备现代化
“爱心厨房”设备，以改善贫困
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8月1日晚， 福彩双色球第
2019089期开奖， 全国共开出一
等奖7注， 单注奖金696万余元。
我省长沙市岳麓区含浦中医药
大学彩虹彩运43014819号福彩
投注站中出其中一注一等奖。近
日， 福彩双色球第2019089期一
等奖得主李先生（化姓）现身省
福彩中心兑奖，并分享了他与福
彩的故事。

李先生是地地道道的长沙本
地人，购买福彩已有十多年，平日
工作之余把买彩当成娱乐， 平常
心购彩， 这次刚好路过43014819
投注站， 便进去购买几张双色球

彩票。李先生说：“这张‘9+2’双色
球彩票是我前段时间选的幸运号
码，守了6期，就中出一等奖了，真
是太幸运了。”由于李先生采用了
复式投注，除中得一等奖696万元
外， 还额外中得1注二等奖、18注
三等奖、63注四等奖和65注五等
奖，总奖金高达719万余元。

中奖当晚的情景是李先生最
津津乐道的话题， 当时他通过手
机观看了“双色球”开奖直播，当6
个红球悉数开出后， 他心想这下
稳了， 也就几十万与几百万的区
别；当蓝球开出“11”后，他内心的
激动情绪彻底释放出来， 那种感
觉别提有多过瘾。

问及奖金如何使用时， 李先
生表示，在兑奖的途中，他已对奖
金安排有了计划和想法：首先，绝
大部分奖金用于发展自己的事
业；其次，留出一小部分奖金用于
继续购彩， 支持福彩事业，“毕竟
它丰富了我的生活， 现在改善了
我的生活， 以后还会一直伴随着
我的生活。”

■安颖 经济信息

支持实体迈新高，湖南贷款突破4万亿
贷款余额从3万亿到4万亿历时25个月，贷款总量呈加速跨越式发展

全新第12代卡罗拉正式上市

长沙彩民守号6期中出双色球719万元大奖

百胜中国“捐一元”启动，续写爱心12年

肯德基、必胜客开展“捐一元”爱心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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