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资深理财
专家朱沛琴提醒， 这类元宵节专属
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通常为2个月
到6个月左右，且多为风险系数较低
的稳健型产品， 年化收益率虽然较
高，但因为投资时间不长，客户拿到
手的绝对收益其实是不高的。 因此
如果投资者手头资金在较长一段时
间不会动用的话， 还是适合选择半
年期以上的中长期产品。

普益财富的研究员曾韵佼接受
记者采访时则表示， 银行通过发行

该类产品， 借助节日营销理念并适
当提高产品预期收益率， 一方面能
为投资者的闲置资金创造出更多收
益， 另一方面也能更多吸引投资者
资金， 达到商业银行扩大理财市场
份额的目的。

不过， 如果预期未来央行会持
续采取紧缩政策， 则货币市场资金
收益率也将持续走高， 未来新发行
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也将水涨船
高， 投资者现在适当购买期限较短
的产品，还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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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综合

节日理财开始发力

在人民币理财产品一片下跌声
中，元宵节理财产品开出的年化收益
率却有攀高趋势。

民生银行针对不同客户群体，一
口气推出12款不同期限的非凡资产
管理人民币元宵节专属理财产品，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从4.55%-4.
9%不等。

宁波银行也推出一款元宵节专
属理财产品， 其投资期限为121天，
投资门槛5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达
5.3%，投资100万元以上则为5.4%。

另有多家商业银行虽没推出专
属的元宵节理财产品，但近日销售的
产品纷纷宣称“元宵节期间购买收益
更高”。

年化收益率略有上扬

目前要寻找年化收益率在5.0%
以上的短期理财产品， 难度已经很
大了。

而据记者观察， 银行推出的元
宵节概念理财产品， 普遍要比常规
理财产品高出0.2-0.5%的收益，略
有上扬。

长沙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人士
坦言，对银行来说，一季度存款情况
很重要，1月份的任务完成量更是重
中之重，如果能有一个“开门红”，则
一季度末的存贷比考核任务会顺利
很多。

为赶上开门这波行情，这些银行
便借即将到来的元宵节打出了理财
产品的“营销牌”，提前“揽储”。

2月22日晚间，加加食品发布2012
年度业绩快报。2012年全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16.57亿元，与2011年同期相
比微降1.56%；盈利1.75亿元，同比增长
11.17%。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其销售毛
利增长了2113.16万元。

加加食品董事长杨振表示，利增原
因主要系去年公司积极调整、优化产销
结构， 大幅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份额，
颇见成效。 而面对营业收入下滑的问
题，杨振认为，“除食用油市场波动产生
的阶段性影响，更深层的原因是酱油产

能不足制约了市场拓展力度。”
公开资料显示，加加食品为解决产

能不足，在去年底用亿元超募资金收购
了四川省阆中市王中王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 此举不仅弥补了加加食品
在产能方面的不足，更可强化加加食品
对西部市场的战略覆盖。

“我们看好加加食品‘淡酱油’战略
下，酱油业务的产能释放和产品结构升
级带来的量价齐升。” 申银万国分析师
郭鹏在其研究报告中表示。

■记者 黄利飞

1821万大奖喜降冷水江
在2月21日晚福彩双色球2013020

期开奖中， 娄底彩民一期中得两注双色
球一等奖，单注奖金为910万元。这两注
头奖来自娄底冷水江同兴汽车站对面
43085051站点。

据省中心机房检索结果显示， 中奖
彩票金额为8元，2注单式号码各投2倍，
其中一组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完全一
致，超值地擒获了此次大奖，系一个人中
得，共计奖金1821万元，刷新了娄底市中
奖纪录。2月22日上午， 娄底市福彩中心
在43085051站点现场举行了授牌仪式，
为中奖站点颁发了中奖喜牌， 并给站点
业主送去了10000元现金奖励。

中奖站点业主阳莎女士在开奖当晚
就发现自己站点中得了两注一等奖，这
让她非常惊喜。对于中奖彩民的情况，阳
莎女士回忆说：“单式票倍投在我们投注
站非常普遍， 所以对于中奖者我们没有
什么印象。”

2012年， 冷水江市福彩销量达到了
8471万元，在全省95个县（市区）排名第3
位，人均销量为257.8元。多年来冷水江市
共筹集福彩公益金2000余万元， 全部用
于资助改扩建乡镇敬老院、 冷水江市社
会福利中心和农村社区示范点， 以及改
善城市社区服务
设施等方面，使福
彩公益金用到了
最需要的困难群
众身上。 ■彭思思

时尚全能价值高

Mazda8“齐家乐业”获青睐
近日，从一汽马自达经销店获悉，随着MPV

车型销售旺季的到来， 以及人们居家旅行需求
的增长， 一汽马自达旗下的 2013 款 Mazda8 受
到了广泛关注———到店咨询的消费者让销售顾
问忙得不亦乐乎。 春节期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爱上 “全家总动员” ， 带着父母孩子长途自驾
游，或是满载年货回家探亲。 空间宽敞灵活、配
置豪华科技化、驾乘安全舒适的 2013 款 Mazda8
为忙碌一年的人们提供最贴心的假期享受，从
此不用再为“车不够大” 、“座不够多”而烦恼。

自上市以来，Mazda8 的空间就一直是大家
津津乐道的话题。 宽大独立的第二排座椅，配备
多角度可调节扶手， 为贵宾带来尊崇的体验和
轻松畅快的感受。 座椅可前后、左右移动，形成
由第一排到第三排的中央通道， 营造自由沟通

的氛围，也方便行驶时在车内取物。 多种座椅组
合方式能随意切换单人床、双人床模式，消除旅
途疲劳； 也能灵活的挪动出更多空间存放大件
行李和旅行用具。 Mazda8致力于打造媲美头等
舱的空间，尊崇、创新、体贴———不仅仅是大而
已。

汽车市场的调研报告显示， 追求多样化和
个性化已经是现今社会的普遍诉求， 所以千篇
一律的造型对于消费者来说已经渐渐的失去了
吸引力。

Mazda8外型大气美观，流畅的整车线条、黄
金分割的车窗和车身比例， 塑造出优雅时尚之
美，成熟精悍之余，更显活力，与马自达激情、动
感的设计风格吻合。 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这都
代表了一种进取向上的态度。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深入推进和城
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城乡教育资源的合理化
分配问题日渐突出， 这也反映出国家在近年大
力推动的“教育均衡化”改革的必要性。

教育均衡化不仅包括入学机会平等、 教育
过程平等, 还包括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均
等、享受教育发展的成果平等。 国家教育十二五
规划纲要指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
任务。 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 ”

面对 20 年来中国家庭教育支出每年近
30%的增长速度，教育资源公平配备问题再一次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现有客观条件下， 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很
难在短时间内解决教育均衡问题， 互联网技术
的长足进步为现代化教学工具提供了有利条
件，为多元化、均衡化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能。

互联网教育资源需要突破地域时间的限制，
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让每一个渴望知识的孩子能
无差别地享受最优质的教育服务。 但是，目前部
分网校的授课价格却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互联网

教育资源的核心优势没能得到真正践行。
2013 年，德智教育偏偏“逆势而为” ，2 月

起， 德智教育为学生推出 “百元畅听畅学” 服
务， 将初中高中课程及服务全部以每月 100 元
左右的打包价格向全国学生推出， 允许学生在
全站课程中自由组合，任意选学，同时匹配在线
诊断、在线测试、在线答疑等“一站式” 服务，让
学生在一个完整的学习循环系统里方便、 高效
地进行学习。

正如德智 CEO 刘伟荣先生在接受新浪教
育会客厅访谈时所讲：“这样做可能会牺牲企业
的一些效益， 但我们认为， 良心教育要放在实
处，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办教育的理念。 希望所有
的初高中学生在德智都能用最低廉的价格，享
受到德智全站的课程和服务。 ”

德智此举是希望能用一个良心企业的力量
践行教育的均衡化、公平化。有理由相信，未来中
国的教育产业中，像德智这样的企业不会仅有一
家，而教育均衡化亦会随着在线平台门槛的降低
而逐步得到解决。

良心与服务
线上教育平台促进教育均衡化

银行理财“闹元宵”，收益率微涨

加加食品：2012年净利稳步增长

“数量有限， 欲购
买请速联系……”2月

22日，记者收到了一条推销元宵
节概念银行理财产品的短信。

理财产品冠以节日概念来
销售并不稀奇， 此前曾有多家银
行推出过教师节概念、重阳节概念
以及中秋节概念的理财产品。元
宵节即将来临，部分银行近日也
推出了元宵节专属的理财产品。

■记者 刘永涛

选择产品要甄别“概念”提醒

名词解释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2月22日表示，
转融券业务试点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
本就绪，将于2月28日正式推出。首批
将有11家证券公司参与转融券业务试
点，试点初期，转融券标的证券为90只
股票（不包括ETF基金）。

据了解， 首批将有中信、 光大、广
发、国泰君安、国信、海通、华泰、申银万
国、招商、银河和中信建投11家证券公
司参与转融券业务试点。

此前，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已于去年
8月30日正式启动转融通业务试点，先
行办理转融资业务。当时，由于行情不
好，转融券业务并未实行试点。而如今
转融券业务也即将开始正式试点，意味
着真正的“做空”时代来临。有分析人士
指出，近来行情逐渐好转，此时推出转
融券业务，对市场的冲击或将得到一定

的缓冲。
相关专家也表示，转融券只是完善

市场交易机制的配套制度，尚属于起步
阶段，总体来看其作用是中性的。据有
关专家测算，以90只标的股票为基准，
在市场中性情形下， 转融券成交量为
1.24亿股，成交额约为11.9亿元。

转融券试点28日启动

什么叫转融券业务？
转融券业务就是持有股票的机构

（包括基金公司、上市公司大股东、投资
公司等），可以把股票通过证券公司借
给投机者卖出。 目前融券业务只限于
券商，融券规模有限。而转融券业务推
出以后，就扩大了融券业务的规模，使
得做空机制更加完善。 ■记者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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