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A14 2014年11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吴炜 美术编辑 谭丽娜投资

理财锁定长期产品
今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

收益水平持续下行。据银率网数据显

示，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周平

均收益率已从年初的5.76%下滑至上

周（ 1 1 月1 5日至21 日）的5.04%，预期

收益率超6%的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

产品的发行量占比也从年初的40%以

上跌至3%以内。预期收益率在4%至5%

之间的产品发行量占比逐步上升。

分银行类型来看，国有银行发行

的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收

益水平早已跌破5%，股份制银行和城

商行的理财产品平均收益水平还保持

在5%上方，预期收益率超6%的高收益

率理财产品也多来自这两类银行。

而随着此次降息的执行，银率金

融研究中心主任殷燕敏指出，市场资

金面的进一步宽松，令银行理财产品

的平均收益水平将继续下滑，而且从

目前的实体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市场

对央行再度降息仍有预期，因此建议

投资者尽量选择期限较长的高收益

理财产品，锁定当前的高收益。

可关注挂钩股指产品
另外殷燕敏还进一步指出，银行

降息的目的旨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对于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的影响是

一致的，收益水平均将下行。对于银

行理财产品而言，投资端收益的下

行，将传导至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理

财产品的平均收益水平也将进一步

下行，预计将跌破5%的水平。

不过，降息同时也将进一步利好

股市，因此对于有投资经验的投资者

可直接参与股票市场或者购买股票型

基金、混合型基金等权益类投资产品。

而对于稳健型投资者，也可关注挂钩

股指的看涨型结构性银行理财产品。

“ 该类产品一般为保本浮动收益类理

财产品，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基础上，投

资者可以享受股票市场带来的超额收

益。但需提醒的是，切忌盲目追求高收

益，在购买时要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

看产品的收益计算方法是否与自己对

股指走势的判断一致。”

存款竞争力日益加大
在此次降息中，央行还明确指

出，将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扩大到20%。

对此，宁波银行在宣布当晚即刻调整

存款利率，将各档次存款利率全部在

央行基准利率上上浮至1 .2倍的最高

标准，现行存款利率分别为：1 年期存

款利率与调整前保存不变，为3.3%；2

年期存款利率较调整前有所降低，为

4.02%；3年期存款利率较调整前有所

提高，为4.8%。

而截至目前，平安银行、南京银

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也已陆续

宣布调整，只是调整力度不一。其中，

平安银行最为大方，与城商行一样将

所有档次利率全部上浮至基准利率

的1 .2倍。而中、农、工、建、交五大国

有银行则调整幅度较小，均分别为活

期0.35%、三个月2.6%、半年2.8%、一年

期3%，二年期3.5%、三年期4%。

由此可见，此次降息之后，银行

间的存款拉锯战将更为激烈，需要定

存的投资者可货币三家进行对比选

择，寻找最高收益。

手机银行专属理财具优势
此外，在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

收益率连续下行的当下，银率网数据

库统计则显示，手机银行专属理财产

品的收益呈现出一定优势。据其统

计，1 1 月份手机银行专属理财产品

（ 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5.31 %，平均投资期限为67

天，投资门槛多为5万元。而根据银率

网最新一期的周报显示（ 统计时间：

1 1 月8日至1 1 月1 4日），人民币非结

构性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5.04%，平均投资期限为1 22天。

对此，分析师牛雯指出，理财产

品发行特点主要表现为高收益银行

理财产品数量稀少，并且呈现出投资

门槛高，投资期限长等特点。但在同

等收益率条件下，手机银行专属理财

产品相对柜台销售的理财产品，其投

资门槛与投资期限相对较为理想。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行情沉寂了许久的邮市

在近期表现逐渐亮眼，其中热点主要

集中在部分板块和品种之上。

记者了解到，二级市场里，第三

轮生肖邮品市场价格近期强势上涨。

具体来看，目前在三轮生肖大版方面

的几款邮品价格涨幅明显：龙大版从

历史最低价的280元，上涨至目前最

新的750元；猴大版从历史最低价的

550元，上涨至目前最新的1 050元；兔

大版从历史最低价的90元，上涨至目

前最新的260元；牛大版从历史最低

价的1 40元，上涨至目前最新的480

元。另外，甲午马大版的市场价格也

快速上涨至近期新高235元处；癸巳

蛇大版的市场价格也快速上涨至近

期新高1 95元处。

而在三轮生肖小版方面，虎小版、

猪小版、马小版、蛇小版价格涨幅明

显，这几款邮品的历史最低价格基本

上都在25元左右，可目前的最新价格

均已分别上涨至了1 1 0元、85元以及

68元（ 马小版与蛇小版价格一致）。

除了上述市场价格暴涨的品种

外，也有个别品种价格在近期有所回

落。比如在小本票板块中，八十七神

仙卷小本票最新的市场价格为50元，

而此前的高点在55元左右。

对此，钱币投资专家如意指出，

生肖题材的邮品，如果将时间拉长，

大部分品种的市场表现均不错，区别

仅在于涨多涨少，生肖题材的邮票，

其中黑马品种更是频频出现，应该

说，生肖邮品始终是广大邮品收藏投

资者要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过，对广

大普通邮票收藏投资者而言，在目前

邮市行情有所升温的背景下，风险的

防控仍然应该牢记，尤其是对那些短

线市场价格快速暴涨的邮票品种，也

要防止其快速下跌。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国务院一纸令下，又一

批证书的含金量急剧下降。1 1 月24

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决定取消

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

决定。其中包括取消和下放58项行政

审批项目，取消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

认定事项，取消1 9项评比达标表彰项

目，将82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调

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

在取消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

定事项中，包括外国证券类机构驻华

代表机构首席代表资格核准、保荐代

表人资格等两项由证监会负责实施

的准入项取消。

所谓保荐代表人，是指股票发行

市场的负有保荐责任的个人。在企业

IPO、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及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都需

要2个保荐代表人在项目文件上签

字，才有资格向证监会报送发行申报

文件。在关于保代的含金量，业内有

“ 一个签名价值百万”的说法，但保

荐代表人考试通过率可谓“ 百里挑

一”。

2004年3月20日，首次启动了关

于保代的准入考试，当年考试的通过

率达到39.63%，这也成了迄今为止无

法超越的最高值。到201 0年度保荐人

胜任能力考试，通过率仅为1 .05%。由

于在市场上具有稀缺性，保代被认为

是证券行业的金饭碗，据媒体统计的

数据显示，201 0年，在当时1 864位保

代最活跃的1 00位精英保代中，他们

的平均年薪为608万元，最低的也有

258万元，他们的身价最高时仅转会

费就高达200万元。

不过，此次国务院取消保荐人的

行政审批并非取消资格，而是把保荐

人资格的行政审批权从中国证监会

下放给中国证券业协会。

今年1 0月1 5日，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管理保代相关的通知和考试

调整的公告。新的保代考试将遵循

新的规则和条件，只要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都可报名参加，不再要求需

在证券公司从事证券发行承销、收

购兼并、固定收益等投资银行相关

业务的正式工作，并且相关工作经

验要有两年以上。保代的考试门槛

的降低，被视为保代这个职业含金

量降低的转折点。

在昨日取消和下放的58项行政

审批项目中，原本由证监会审批的

项目有8项，包括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托管人资格审批；期货公司变更

法定代表人、住所或者营业场所，设

立或者终止境内分支机构，变更境

内分支机构经营范围的审批；证券

公司行政重组审批及延长行政重组

期限审批；证券金融公司变更名称、

注册资本、股东、住所、职责范围，制

定或者修改公司章程，设立或者撤

销分支机构审批；转融通互保基金

管理办法审批；转融通业务规则审

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监控规

则审批；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证券

类机构借入或发行、偿还或兑付次

级债审批。

央行降息将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银行理财收益或将进一步下行
上周五，央行突然宣布降息为资本市场又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而随

着不对称降息的执行，眼下理财市场似乎又将出现一片洗底。机构人士
表示，银行降息的目的在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对于固定收益类投资产
品的影响是一致的，收益水平均将下行。对于银行理财产品而言，投资端
收益的下行，将传导至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水平也
将进一步下行，预计将跌破5%的水平。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证监会取消保代资格审核

第三轮生肖邮品价格大涨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中国证券业协会昨日公

告了第三批获得互联网证券业务试

点资格的券商名单，分别为财富证

券、财通证券、德邦证券、东海证券、

方正证券、国金证券、国元证券、长江

证券、招商证券、浙商证券。

至此，共有24 家证券公司可以

开展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此前，

获得试点的券商为广发证券、海通

证券、申银万国、中信建投、国信证

券 、兴 业 证 券 、华 泰 证 券 、万 联 证

券 、中 信 证 券 、国 泰 君 安 、长 城 证

券、平安证券、华创 证 券 和 银 河 证

券。

10券商获准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

对于稳健型投资者，可关注挂钩股指的看涨型结构性银行理财产品。 青年报资料图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