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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发行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破4%

银行理财量跌价升，投资仍是好时机

A11 经济·金融

■记者 蔡平

2月13日， 融360发布了
2017年1月银行理财市场报
告， 数据显示，1月银行理财产
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98%，
环比上升0.13个百分点。融360
理财分析师王梦升认为， 春节
过后银行理财量跌价升， 在未
来货币政策趋紧的态势下，银
行资金短缺情况或将持续，预
计2月份银行理财收益率仍有
上升空间。 投资者如果有理财
需求可以抓住时机。

1月银行理财收益上涨

统计报告显示，1月份银行
理财产品发行量共9790款，较
2016年12月份增加了894款，
上升10.05%。总体而言银行理
财产品仍然以流动性较强的短
期产品为主。其中6个月（含）以
内的理财产品发行量逾7000
款，占比72.20%。

1月，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3.98%， 比上月
上升0.13%。 融360对1月份发
行量在50款以上的银行所发
行的理财产品收益进行排名，
共39家银行入榜。 上榜银行
中，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
均在4.8%以下，其中平均预期
收益率在4%-4.8%之间的银
行有25家，平均预期收益率在
4%以下的银行有14家。 从不
同类型的银行理财产品看，城
商行及股份制银行收益最高。
国有银行发行的低收益保本
类理财产品比例较大，因此收
益相对降低。

理财收益仍有上涨空间

自2016年12月初以来，银
行理财收益率走出了一波明显
的上升趋势， 行业平均收益率
从3.8%一路上涨并顺利突破
4%关口，“年末翘尾” 效应明
显。 很多人之前预计春节之后

银行理财的收益率会随之回
落，但是实际上从数据来看，收
益下降幅度并不是很明显。

据融360监测数据显示，春
节期间一周（1月27日-2月2
日） 理财产品发行量为213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96%，春节
后一周（2月3日-2月7日）理财
产品发行量1245款， 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4%。

融360平台2月13日数据
显示， 当天平台在线银行理财
产品数量为952款，平均收益率
为4.19%。

展望2月银行理财市场，王
梦升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2月3
日小幅上调了逆回购利率和常
备借贷便利（SLF）利率，春节
过后银行理财的收益不降反
增， 而未来的货币政策可能是
趋紧的， 进而可能导致银行资
金短缺情况持续，预计2月份银
行理财收益率仍有上升空间。
投资者如果有理财需求， 可以
抓住时机锁定较高收益。

鹏华纯债基金
管理能力获评五星

在起伏不定的2016年， 基金
公司的固定收益类基金投资能力
更受市场和专业机构的关注。济
安金信日前发布的《中国公募证
券投资基金公司2016年第四季度
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第四
季度末， 全市场管理纯债基金和
货币市场基金两个领域的基金公
司分别有95家和106家， 其中获
得五星评级的基金管理公司分别
有6家和9家，记者注意到，鹏华基
金在上述两个领域的综合评级均
为五星级， 显现出其在盈利能力
和业绩稳定性乃至规模适度性方
面的突出优势。

属鸡基金
业绩大比拼

12年一轮回，又到农历鸡年。
对基金投资而言，12年也可以作
为一个长期考验期检验一只基金
的赚钱实力。WIND数据统计显
示，上一轮农历鸡年（2005年2月
9日至2006年1月28日）成立的基
金中，截至2017年2月9日，有10
只基金成立以来回报超过600%。

其中，华夏收入、华夏红利成立以
来 回 报 分 别 为 914.39% 和
797.82%（同期其业绩比较基准的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358.50% 和
285.45%）， 在鸡年基金总回报排
名中分别位居第2名、第3名。

大数据基金
用业绩正名

从炙手可热到颇受争议，大
数据基金已走过三年时间， 当市
场人士从热情追捧转向冷静观察
的时候， 大数据基金正在默默的
用业绩为自己正名。 泰达宏利同
顺大数据是泰达宏利基金与同花
顺合作推出的大数据基金， 以同
花顺交易软件平台上海量的用户
投资行为大数据为核心。 该基金
成立于2016年2月23日， 即将迎
来成立一周年纪念日。 银河证券
数据显示， 泰达宏利同顺大数据
去年以17.3%的净值增长率在19
只同类基金中排名第三，在425只
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中排名第
三，领先上证综指近30个百分点，
体现出强劲的势头。 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2月13日，该基金
成 立 以 来 的 累 计 收 益 率 为
18.25%。 ■黄文成

1月25日，湖南永雄资产管理
集团旗下长沙裕邦软件开发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网站共享
平台及其实现网站共享的方法”
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
专利证书。 这是继永雄集团荣获
“一种平台数据保全和邮件附件
查找方式的系统”等4项发明专利
证后， 在互联网信息领域建设的
又一重大突破。

据悉，永雄集团以“让世界
没有挽不回的诚信” 为使命，通
过在线委托与线下服务相结合
的营销模式，完成了多家金融机
构委托的不良欠款管理服务，涉
及金额数百亿元，为企业及个人
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亿元，并率先
开创了债权资产包委外催收服
务模式。

■王白露

位置佳豪装，可停车，三百平
营业中。 地址：黄土岭路 386号
电话：18974886447

茶餐吧转让

遗失声明
宁乡城郊乡尽心芝林大药房郭
文灿遗失由宁乡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 2015年 8月 1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24600283509，声明作废。

经长沙车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2 月 15 日的股东会议决
议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继
续营业。 原经 2015 年 6 月 5 日
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而成立的
清算组予以撤销。 原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在《三湘都市报》报
纸上刊登的长沙车联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注销公告予以作废，
特此公告。 长沙车联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联系人：皮直平 18688833876

关于长沙车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继续经营的公告

注销公告
湖南云想化工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邹云，电话：17708442936

遗失声明
茶陵县祥耕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茶陵县工商局 2014 年 3
月 28 日核发的注册号 430224N
A000184X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
失质监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遗失中国人民银行
茶陵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23003573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大坪人文矿业有限公司
遗失茶陵县质监局 2012 年 12 月
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 696216335；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湘乡恒昌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
湘乡市工贸新区桑梅路博物馆
01 幢,联系人:李坚 13873227698

遗失声明
钟玉兰-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
路一段 28 号 3-103 号遗失伍家
岭工商所 2011 年 5 月 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560026557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泰德醉鹅城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号
码:16232343，代码:430016
3320，开票金额:274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鑫科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袁山平，13508487783

遗失声明
茶陵县马岭花炮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茶陵县地税局 2013 年 10 月
29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22408136653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可乐小厨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张静平，电话 13874877267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景通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姚秋波 13974969383

遗失声明
岳阳帆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8月 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6
00344694448J,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鼎聚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宁
志强，电话：13874970166

注销公告
长沙市旭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勤 电话 15211172322

注销公告
湖南瑶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张元桥 电话 18867350985

遗失声明
长沙县北山镇耀雄机械加工厂
在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沙坪
分理处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10011690502，账
号:80081110003242853012）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新泰鑫安保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经投资人决定解散，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潘学军，13378001228

遗失声明
宁乡县金玉工业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九芝堂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永州市千佳药店遗失永州市零
陵区国家税务局 2014 年 12 月 11
日颁发国税税务证副本，证号
：431102668564586，声明作废。

简易注销公告
岳阳市正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12 日在岳阳楼工
商分局申请成立，未开业，对外
无债权债务，现申请简易注销。
联系人：孙正文 18873007678

遗失声明
湖南天海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
发票代码 4300153130；发票号
码 02276918、022769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绿皮火车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6 日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30100329425813K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广通修业教育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5 年 5 月 13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2338458
588Y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艺高演艺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社会保险登记证一本，单
位编号:300075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王密元位于 B2E2 栋-1
112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缴款凭
证第 3 联，凭证号为 ：00007
7712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联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遗失国税发票领购簿，税
号 91430111062232093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大业创展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徐春峰，电话 18074637650

遗失声明
湖北幸运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湖南分公司遗失民生银行
开户许可证一份，号码：J55
100303245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遗失旅游合同 15份，合同
号为：CS13453、CS13454、
CS13455、CS12126、CS1
2827、CS12828、CS1386
3、CS13727、CS12000、C
S10686、CS13764、CJ175
9、CJ2276、CJ3110、CJ31
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新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空客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万利大型搬迁专业拆装特价
85360929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大额资金直投
为企业、个人、提供大额资金，
地产、矿山、农牧业等优质项
目,轻松解决资金难题。 高薪聘
业务代表 俞经理 18056083575

百岁山饮水机招商
百岁山饮水机、高档品牌、质
量认证，招代理商：87805838

遗失声明
钟玉兰-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
路一段 28 号 3-103遗失伍家岭
工商所 2007 年 12 月 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5600036065，声明作废。

裕邦软件自主研发产品获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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