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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浦发银行上海分行结合“ 分类

指导”要求，深入开展“ 三进”活动。通过

市区、郊区、功能园区等空间划分，进一

步推进“ 三进”活动分层次、多维度高效

开展，从而全面扩大活动覆盖范围、惠及

人群。

作 为 中 心 城 区 的 传 统 大 型 网 点 ，

浦发银行第一营业部来到重点代发企

业B公司，通过明星理财经理为企业员

工 开 设 以“ 个 人 财 富 管 理 ”为 主 题 的

系列讲座，并提供大家普遍关心的房

贷、投资理财、移动金融等产品的现场

咨询。

辖内虹桥支行则来到虹梅路社区时

恰逢“ 端午节”，为社区内的外籍人士组

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包粽子、扬习俗”

活动，指导其亲手包粽子、品粽子的同时，

还简单介绍了当前该行所提供的各类外

汇服务。

除了市区网点，浦发银行的郊区支行

也全面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三进”活

动。日前，浦发银行南汇支行就来到“ 上

海临港大学园区”，对教职员工开展专项

讲座。以工资卡为载体，细致介绍了该行

移动金融及个人理财服务，迅速赢得了学

校教职工的认可。

地处功能园区的浦发长风支行也进

驻金沙嘉年华社区，通过在社区、商户等

人流较为密集的地点设摊，进行问卷调

查，了解区域内市民对于当前银行业服务

的诉求和期望，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自

身的服务质量。

近来，浦发银行上海分行通过区域

行“ 分类视图”管理、“ 郊区发展”战略

等进一步强化在全市范围的均衡、全面

发展。而这一过程中，也就对以“ 三进”

活动为代表的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进而实现全面满足市民的多样化的

金融服务需求。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自4月及6月央行分别宣布下

调部分商业银行和部分非银金融机构准

备金率之后，本周一央行又给招商银行、

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行等放行。由

此可以看出，只要符合标准的商业银行

（ 不包括国开行、政策性银行和县域金融

机构）就都可以提出申请，如果通过了央

行的审核，就可以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0.5个百分点。就释放流动性而言，定向

降准与全面降准的效果已经无异。对此，

有市场分析师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影响市

场预期，令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走低。

“ 微刺激”的货币政策仍将继续
周一傍晚，央行在其微博回应了“ 扩

大降准”的说法，称其“ 符合审慎经营要

求且‘ 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

例”的要求并未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该

微博中，定向降准还可能包括国有商业银

行。可见始于4月份的分批次的定向降准

将覆盖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实际上由此可

以看出央行全面降准的意图。

而按照央行6月9日划定的界限，符合

定向降准条件的商业银行须上年新增涉

农贷款或小微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

超过50%，且上年末涉农贷款或小微贷款

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例超过30%。在调

整统计口径之后，预计还会有更多商业

银行被放行。这一“ 结构式”降准的效果

就是市场对资金面宽松的预期不断强化，

比一次性的全面降准更有效地影响了市

场预期。

对此，银率网理财组分析师吴静淼估

计，民生、招商、兴业和宁波银行今年一季

度合计存款约8万亿，定向降准释放基础

货币400亿，目前各次定向降准累积释放

基础货币约2000亿左右。然而可以看到，

仅在上周央行就公开市场操作实现1 040

亿元资金净投放。相比之下，定向降准所

释放的资金对市场的实际影响有限，信号

意义大过实际意义。

眼下，记者从宁波银行了解到，该行

已经证实于本周一获批降低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可释放资金1 5亿元

左右。

理财产品收益将下行
从中期看，由于央行降准加之连续五

周向市场净投放资金，目前上海银行间同

业拆放利率Shi bor 整体维持了下行趋势。

这直接导致了主要投向银行间市场的理

财产品和挂钩货币基金的余额宝类产品

收益率不断走低。

记者从银率网近期的统计数据中发

现，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为

5.1 9%，虽较前一周上升了0.04个百分点，

但仅42款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超6%

（ 含），仅占产品总量的6%，而在年初此类

产品的占比为40%。

与此相应的是余额宝类产品收益率

则全面回归。余额宝从今年1 月初将近7%

的收益率一路下滑，1 月中破6，5月跌破5，

目前在4.7%附近。对此，吴静淼认为，“ 微

刺激” 货币政策的方向今年内不会改变，

这也意味着理财产品和余额宝类产品收

益在中期内将继续维持下行的趋势，建议

对流动性要求不高的投资者可选择中长

期的银行理财产品锁定收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本周二上交所、深交所同时

对公司债交易发出实行风险警示的通知，

实施风险警示的公司债将冠以“ ST”字

样，在中国信用市场风险逐浮出水面之

时，监管层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中小投

资者投资开始设限制。

降级潮来势凶猛
公司债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

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中

登公司数据显示，截至201 4年5月，沪深两

市 的 存 管 公 司 债 数 量 为 591 只 ， 市 值

8541 .2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自超日债实质违约

后，更多债券和发债企业遭遇评级下调。

Wi nd资讯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共有1 3

只公司债遭遇评级下调，还有26家公司债

发行主体的评级或评级展望被下调，分别

超过去年同期9只公司债和20家发债公司

的水平。特别是进入5月后，每周都有评级

下调的消息传来，当月总计有5只公司债

和1 6家公司被“ 降级”。6月和7月是评级

的密集披露期，或将有更多的公司债和发

行主体遭遇警告。

公司债市场一时间草木皆兵，二级市

场价格走势分化，一级市场同比萎缩，众

多潜在发债方对公司债望而却步。

个人投资者门槛设限
按照交易所的说法，公司债券市场规

模逐步扩大，债券挂牌只数及存量累创新

高，公司债券的信用风险日益受到市场及

监管层重视，因此要防范公司债券信用风

险向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中小投资者扩

散。两家证券交易所决定对公司债实施风

险警示，并对个人投资者门槛作出限制。

深交所发布通知称：债券主体评级或

债项评级为AA-级以下（ 含），或债券主体

评级为AA级且评级展望为负面；发行人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或者经更正的净利润为负值；发行人严重

违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者未履行合同

约定义务，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可能

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等六种情

况出现时，深交所将对该公司债券交易实

行风险警示。

风险警示的处理措施包括：在公司债

券简称前冠以“ ST”字样；对个人投资者

实行买入交易权限管理。按照规定，符合

条件的个人投资者，需名下各类证券账

户、资金账户、资产管理账户中金融资产

价值合计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且签署

风险警示债券风险揭示书。上交所的通知

与深交所相似。

7月1日起深市多个指数调整样本股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6月1 6日宣布，根据指数编

制规则，对深证成份指数、中小板指数、创

业板指数、深证1 00指数等深证系列指数

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本次样本股调整将

于201 4年7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正式实施。

深证成份指数本次将更换4只样本，

调入威孚高科、科大讯飞、华谊兄弟、乐视

网，调出徐工机械、铜陵有色、张裕! 和冀

中能源；中小板指数将更换1 0只样本，同

方国芯、粤传媒等股票调入指数，国脉科

技、荣信股份等股票从指数中调出；创业

板指数将更换6只样本，佐力药业、聚光科

技等股票调入指数，合康变频、华仁药业

等股票调出指数；深证1 00指数将更换9只

样本，东华软件、奥飞动漫等股票调入指

数，中天城投、张裕! 等股票调出指数。巨

潮1 00指数将更换9只样本，TCL集团、比亚

迪等股票调入指数，西山煤电、阳泉煤业

等股票调出指数。

深交所表示本次样本股定期调整后，

更多优秀的创业板公司被纳入深市核心

指数。继碧水源之后，华谊兄弟和乐视网

入选深证成份指数，创业板公司在指数中

的权重占比由2%上升到5%；深证1 00指数

中创业板公司数量由4家增加到9家，权重

占比由4%上升到8%。

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采掘业、能

源、原材料等传统行业占比下降，而信息

技术、通信、影视传媒等新兴行业占比持

续提升。从成长性来看，深市核心指数在

本次样本股定期调整后表现更为突出。其

中，深证成份指数、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

指数样本股公司201 3年度营业收入分别

增长1 5%、1 9%和 37%， 净 利 润 分 别 增 长

1 8%、1 0%和27%。

两交易所同日推公司债风险警示

“ 高危”公司债将“ ST”

资讯

二次定向降准影响市场资金供求预期

理财产品收益恐将继续走低

浦发银行深入开展“ 三进”活动

制图 周培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