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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新品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据银率网数据库统

计，上周（ 201 5年2月21 日-27

日） 上海地区发行的人民币非

结构性银行理财产品总数为294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3%，较

之前一周上升0.02个百分点，平

均投资期限为1 1 5天。

按投资期限划分，上周投资

期限在一个月以内的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0.1 2个百

分点至4.36%；1 至3个月期限的

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上升

0.07个百分点至5.32%；3至6个

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

益 率 下 降 0.01 个 百 分 点 至

5.38%；6个月至1 2个月期限的理

财 产 品 平 均 预 期 收 益 率 上 升

0.01 个百分点至5.47%；1 年以上

期限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5.59%。

而本周上海地区共88款人

民币理财产品预售（ 预售时间：

2月28日-3月06日）。其中预期

收益率最高的是江苏银行发行

的“‘ 聚宝财富201 5分行特供

第1 9期’(上海) 人民币理财产

品”，该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

类型，投资期限为46天，预期最

高收益率为6.1 5%，投资起点为5

万元。

保本类理财产品中，预期

收 益 率 最 高 的 则 是 宁 波 银 行

发行的“ 汇通理财201 5年惠安

心1 008 号产品1 51 008”，该产

品投资起点为5万元，投资期

限 为 90 天 ， 预 期 收 益 率 为

5.1 %。

目前，市场对今年经济面临

通缩的预期已经愈发强烈，银率

分网析师认为，今年央行将会以

提振经济为主要目标，连续降息

的可能性较高。而面对越来越

“ 松”的货币政策，理财产品收

益率在今年将面临继续下滑的

风险。分析师认为，羊年的理财

焦点将会从货币市场向债券市

场转移，投资者可以更多的关注

债券市场，以及投资于债券的金

融产品。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春节里孩子们最开

心的事情莫过于收到压岁钱了。

然而，现今孩子们的红包往往都

由家长代为保管，压岁钱逐渐成

为了一种过年的形式。压岁钱理

财真的只是大人的事？交行上海

市分行理财师建议家长们，体验

式的理财教育会让孩子印象深

刻，有助于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

理财观念。

基于孩子和家长差异化的

理财需求，该行近期针对春节压

岁钱理财，推出了“ 零花钱计

划”、“ 储蓄罐计划”、“ 成长金

计划”、“ 压箱底计划”、“ 赛牛

市计划”、“ 守护神计划”等六项

儿童专属理财计划，分别承载多

个不同类型产品，帮助家长运用

金融手段为孩子树立起正确价

值观念。

智慧储蓄
压岁红包稳添利

孩子在收到红包并申办交

行儿童卡后，家长可通过将父母

卡与儿童卡关联，与孩子一起加

入“ 零花钱计划”，通过定额定

期转账，有效管理孩子合理使用

压岁钱。同时，通过“ 储蓄罐计

划”每月定额储蓄，既可培养孩

子良好的储蓄习惯，又增添了孩

子的理财乐趣。

此外，伴随孩子一路成长，

家长还可使用“ 成长金计划”为

压岁钱一路增值，如利用阶梯存

款法将红包分多次，定期定额为

孩子的儿童卡存入五年定期存

款。五年后，孩子每个月都将有

一笔存款到期，在享受了五年的

高利率同时，还保证了未来资金

的灵活性。

成长守护
财富增值巧传承

如果说孩子关注的是如何

使用眼前的压岁钱，家长关注更

多的则是孩子未来的发展。“ 压

箱底计划”鼓励家长每年为孩子

购置一块金银纪念章，用岁月沉

淀教会孩子财富传承的意义。

“ 赛牛市计划”则通过指数型基

金定投，或使用儿童卡购买货币

基金，尽早培养孩子的理财观

念。在增值与传承的同时，“ 守护

神计划” 通过多种保险配置方

案，为孩子提供了全方位的保

障，它也将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当儿童在金钱观、价值观

都尚未形成的阶段，如何正确引

导树立健康的财富观念，对他们

未来成长尤为重要。交行上海市

分行在推出特色儿童金融服务

的同时，还将持续开展‘ 小小金

融家’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亲

子游戏和财商教育，引导家长和

孩 子 组 合 不 同 的 投 资 理 财 方

式。”交行上海市分行个金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既能让

孩子的压岁钱“ 专款专用”，也

通过不断的财富积累，为孩子的

未来做好规划。

办卡送女性保险最亮眼
综观目前市场上的“ 女人

卡” 与其他信用卡相区别的最

大特点就是赠送专属的女性保

险。

比如，眼下广发银行推出的

“ 广发真情卡”就是将女性健康

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作为赠送，

不过持卡人只能任选其中一个

享有，保险生效日期为卡片首次

刷卡消费次日，已享有保险项目

的真情金卡及真情白金卡客户，

只需在所属保险周期内刷卡消

费满十二笔，皆可在保险到期时

免费续保一年。另外，中信银行

推出的“ 中信魔力卡”目前办卡

也是赠送最高1 0万的女性专属

保险。

此前，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

病逝的消息一度令人们惋惜，因

此这对于现代女性来说也不乏

是一项保护自己的实惠工具。

亲子卡讨得辣妈欢心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农业

银行推出的“ 漂亮的妈妈”信用

卡也颇具特点。该卡为国内首款

亲子主题IC信用卡产品，除了同

样赠送最高保额为2万元的女性

健康险外，还有众多讨辣妈们欢

心的优惠功能。

比如，持卡人可以在十月妈

咪、宝大祥、好孩子购物还可享

受最低5折优惠；开卡后满足连

续三个月有消费记录且当前账

户累积积分满5000，即可使用全

国知名儿童医院专家预约挂号

服务权益，每卡限两次使用机

会；孩子在儿童早教培训迪士尼

英语可享受优惠等。

消费享受高倍积分
除了上述优惠外，高倍积分

也是女人卡吸引女性办卡客户

的一大法宝。

比如，“ 广发真情卡”持卡

人可以在百货类、餐饮类、旅游

类和娱乐类四类商户中任选一

类作为三倍积分的消费类型，

以后在此类商户消费时可以享

受三倍积分的优惠；“ 中信魔力

卡”每月消费达到指定金额，即

可专享生日月最高5倍积分奖

励等。

与此同时，各家女人家的增

值服务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光

大银行推出的“ 嘉人香水信用

卡”具备48小时失卡保障服务、

即使交易短信提醒、出行意外险

等基本功能和服务。

总体来看，银行目前推出的

女人卡基本覆盖了各年龄层的

女性和需求，持卡人不妨根据自

身需求来选择合适的银行卡，享

受更多服务。

三八妇女节银行纷推“ 女人卡”
送保险、赠积分、给力优惠，只为笼络女人心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日前，平安口袋银

行发布最新版本，推出“ 智能语

音”功能，通过人机对话，为客户

带来更智能的操控体验。据介

绍，平安口袋银行的“ 智能语

音” 功能是其与科大讯飞合作，

通过搭建私有云平台使用语音

识别技术，为用户提供在安全保

密的语音环境下，对客户的语音

进行智能识别，自动开启口袋银

行相应功能的模块。

平安口袋银行共定义了1 40

多个语音指令，涵盖各个功能模

块和场景。客户登录口袋银行

后，点击“ 智能语音”图标对着

手机说出具体的操作指令，无需

手指触屏翻页，即可快速直达指

定的功能模块或场景，提高客户

操控的效率。另外，“ 智能语音”

功能还可自动识别收款人姓名、

金额、需要充值话费的手机号等

信息，实现“ 语音转账”、“ 语音

手机充值”、“ 语音无卡取现”三

个完整指令操作。

经济面临通缩风险

羊年理财焦点可转向债券市场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就要到了，不少女性消费者都打算趁着这一天好
好给自己放个假，疯狂购物一把，再做个SPA放松一下。针对这一市场，除了
各商家开始铆足劲儿搞促销“ 吸金”外，银行也不闲着。记者了解到，目前不
少银行都针对女性推出了专门的女人卡，这些卡不仅卡面靓丽，而且还有赠
送女性保险、购物翻倍积分、赠送定期美容等优惠。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新春压岁红包巧理财

交行打造六项专属理财计划

平安银行发布“ 智能语音”

中国银监会3日称，201 5年，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不断加大

“ 三农”信贷投放力度，在有效

提高贷款增量的基础上，继续扩

大“ 三农” 专项金融债发行规

模，努力实现涉农贷款增速高于

全部贷款平均水平。

根据《 关于做好201 5年农

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深

入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机

制改革，强化支农服务能力建

设；丰富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提

升农村金融竞争充分性；大力发

展农村普惠金融，全面提升农村

金融服务质效；围绕建设现代农

业加大金融支持，促进农业发展

方式加快转变；积极创新低成

本、可复制、易推广的农村金融

产品和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服务

满意度。 据新华社电

银监会：加快涉农贷款增速

周培骏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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