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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3月7日，上海黄金交易所
主力交易品种现货金AU9995收
盘价为每克264.8元，较前一交
易日上涨 0.33 元；AU9999 报收
每克265.0元，较前一交易日上
涨0.26元。而去年12月初，这
两个品种的价格都在每克220
元左右。

国内实物黄金市场亦跟
涨。记者从黄金首饰消费中心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到，3月7日，菜百千足金价
格为每克315元，而2015年12
月31日为每克278元，涨幅为
13.3%。在刚刚过去的 3 月 4
日，菜百将黄金饰品价格每克
上调10元，这是菜百今年第4
次上调金价。

记者7日在菜百看到，尽管
是工作日，但黄金销售火爆，每
名销售员同时要应对四五名咨
询或购买黄金的顾客。在4楼
的黄金投资部，顾客也排起了
队。该部门销售人员说，最近
每天前来买卖金条的顾客很
多，总体说，买的要比卖的多，
因为最近价格在历史上不算高
点，卖出收益缺乏吸引力。

黄金回购市场也现“春
意”。华夏典当行董事长杨永
说，随着金价上涨，来店里典当
金条、金饰的顾客明显增多，现
在店里回收黄金价格比去年年
底每克上涨40多元，去年年底
回购黄金价格为每克212元，现
在接近每克260元。春节后，华
夏典当行日均回购黄金数量是
今年元旦前的2倍，高峰出现在
春节后，1天之内北京所有门店

典当量达到 1 万克，有的顾客
甚至一笔业务就典当几千克的
黄金。

“如果投资者在去年低点
买入金条，在今年高点卖出，应
该能赚取每克至少 30 元的价
差，如果卖1000克差价有3万
元。”杨永说。

相较现货黄金，投资者对
纸黄金的“追捧”似乎没那么热
烈。中国工商银行北京菜市口
支行的大堂经理告诉记者，虽
然纸黄金价格也跟随现货行情
一路上涨，但并没有出现几年
前的暴涨行情。

“2012年、2013年的时候，
来这里咨询纸黄金投资的顾客
很多，这一两年就少多了。纸
黄金的交易成本是每克0.7元，
黄金的涨幅必须高于这个成
本，对顾客而言才有吸引力。”
这位经理表示。

如何看待近期金价的攀
升？混沌天成期货研究院贵金
属研究员孙永刚认为，市场对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仍抱有担
忧，一方面欧美经济的增长前
景仍不乐观；另一方面新兴经
济体的债务问题仍未化解，因
此黄金起到对冲风险的功能，
其价值受到市场追捧。

黄金分析机构金砖黄金首
席策略师赵相宾表示，由于各
方对经济前景存在忧虑，2015
年年底美国加息后，美元并未
像市场预期那样上涨，这给黄
金升值创造了空间。同时，春
节前后实物黄金市场需求增加
也带动国内金市火爆。

对于后市，业内存在较大
分歧。格林大华期货公司高级
分析师刘洋认为，对于金价的
上涨行情，不可盲目乐观。一
方面，目前美元是否将维持强
势，市场存在分歧，如美元强
势，未来将压制金价；另一方
面，一些发达国家央行的宽松
政策也将对贵金属价格形成较
强压制作用；此外，目前有分析
认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风险在
逐步释放，黄金避险属性将下
降。2016年贵金属价格可能持
续弱势运行。3月7日，纽约商
品交易所4月交割的黄金期货
主力合约收于每盎司 1264 美
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跌6.7元，
跌幅为0.53%。

赵相宾认为，国际金价上一
个高点出现在2015年1月底，为
每盎司1307美元，上一个低点出
现在2015年12月初，为每盎司
1046美元。未来，金价会在每盎
司960美元至1360美元的区间
震荡波动，目前还不到每盎司
1300美元，今年或再触高点。

从去年一年亏损10%，到今
年开年以来成为主要资产价格
中表现最好的资产，对于起起
落落的黄金投资，赵相宾认为，
有投资机会，但增幅不会大。

孙永刚建议投资者，从当前
价格看，在近5年仍然不算高点，
上涨行情能持续多久仍不确定，
目前实物黄金价格仍然合理，但
投资者不能指望借此“大赚一
笔”，因为实物黄金的主要作用
仍是保值，而非套现。

据新华社电

国内黄金市场火爆 现“阳春”行情
业内后市虽存分歧投资机会犹在

国际金价3月4日报收每盎司1270.7美元，连续两个交易日创13个月
新高。至此，今年国际金价涨幅已达20%。经过近3年的底部徘徊，国际金
价再现涨势，带动实物黄金市场走出一波“阳春”行情。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在一年一度的三八
妇女节之际，多家银行争相推出
女性专属理财产品。不过，从平
均预计收益来看，今年的妇女节
专属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较去
年低了1.67个百分点。

青年报记者昨日从银率网
统计数据看到，今年妇女节共有7
家银行发行了8款妇女节为主题
的专属银行理财产品，基本都是5
万起投，且募集周期较短，投资期
限适中，基本在半年以内，部分银
行的专享产品销售终止日期最
晚可至3月14日。

在收益率方面，这8款节日
专属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4.48%，比近期银行发行的
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
均预期收益率 4.04%的水平高
0.44个百分点。其中，苏州银行
发行的一款投资期限为91天的

三八节理财产品，收益率在同类
产品中居前达5.1%；华夏银行
和农业银行发行的限女性客户
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也分别达到
了4.55%和4.15%。不过，在去年
的三八妇女节，各家银行推出的
女性专属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
率高达6.15%，这一数据相比今
年而言整整高出1.67个百分点。

业内分析师认为，经过多次
降准降息后，今年银行推出的妇
女专享理财产品收益明显下
滑。业内分析师认为，目前理财
产品收益率普遍回落，在缺乏高
收益资产和宽松资金的背景下，
理财收益率或将持续下行。但
值得关注的是，在申万宏源此前
发布的研报中表示，1月有消息
称，银监会要求银行下调理财产
品收益率。其认为，若此报道属
实，那么后期各银行理财产品的
收益率下滑将更为温和，分化趋
势将收窄。

没有了传统模式下各个环节
的重复运输、存储，损耗也得到显
著控制，有的是更顺畅的信息传
递和沟通，整个产业链得以大大
缩短。这些优势催生了近几年生
鲜电商的高速发展。但快速扩张
的背后，仓储运营以及物流的成
本迫使生鲜电商对于资金管理的
效率有极高要求。浦发银行上海
分行紧密把握自贸区金融创新的
进一步深化，为上海某鲜果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定制服务方案，有
效满足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对
于资金集中管理需求。

该生鲜电商成立于 2010
年，是一家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现
代鲜果服务供应商，提供高品质
鲜果产品和个性化鲜果服务，旗
下品牌——某果园为国内领先
的鲜果服务品牌，精选全球鲜果
美食，搭建从产地到消费者之间
的直供平台，自建冷库，冷链物
流，通过提高流转环节的科技含
量降低损耗，提高运营效率。

早在公司发展初期，浦发银
行上海分行就与公司开展了投贷
联动创新业务，与投资公司协同
合作，共同支持企业发展。在浦
发银行上海分行的支持下，企业
目前已拥有网站、电话订购、电视
购物、企业直供（大客户订制）和

实体服务点等多元供应渠道。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充分结

合其新型物流电子商务行业的
产业特征，提出与公司一同开发
B2C通道合作，即通常所说的商
业零售，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
品和服务，借助互联网开展在线
销售活动，是新型互联网金融的
实际应用。随着自由贸易区政
策的开发开放，浦发银行上海分
行为企业办理了跨境人民币双
向资金池业务，帮助企业更好的
实现资金集中管理，提高境内外
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互联网
思维提升对于互联网企业的金
融服务水平，浦发银行上海分行
也正以实际行动推动互联网科
技型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此外，2015年度中国银行业
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和星
级网点评选结果正式出炉。浦发
银行上海分行积极参与本次评选
工作，并借此进一步深化全行文
明规范服务理念，持续提升服务
水平。最终，辖内第一营业部获
评“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百
佳示范单位”，另有松江支行营业
部、黄浦支行营业部等13家网点
获评“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
星级网点”称号，获评网点数量在
上海地区名列前茅。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日前表示，将从今年10月1
日起在其官方外汇储备（COFER）
数据库中单独列出人民币资产，
以反映IMF成员人民币计价储备
的持有情况。这一变化将在IMF
于2017年3月底公布的2016年

第四季度调查中反映出来。
据了解，COFER是 IMF统计

部管理的一个数据库，其中包含
报告国/辖区的期末季度数据。
目前，COFER中仅美元、欧元、英
镑、日元、瑞士法郎、澳元和加元
是单独列出，所有其他货币则合
并列示，归为“其他货币”一类。

值得注意的是，10月1日

也是最新的SDR（特别提款权）
篮子生效的日期，届时，人民币
将成为SDR五大货币之一。业
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在
COFER中单独列出，这反映了中
国通过市场化改革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的努力，同时有可能提高
各国在官方外汇储备配置过程
中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

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2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43万亿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5.7%。其
中出口8218亿元、进口6123亿
元，分别下降20.6%和8%。

统计显示，2月我国贸易顺
差 为 2095 亿 元 ，同 比 收 窄

43.3%。今年前2个月，进出口
总值为3.31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下降 12.6%。其中出口 1.96
万亿元，下降13.1%；进口1.35
万亿元，下降11.8%；贸易顺差
6159亿元，收窄15.9%。

据新华社电

妇女节银行推专属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较去年低1.67个百分点

2月进出口总值下降15.7%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创新优化
生鲜电商资金管理服务

IMF外汇储备数据库将单列人民币资产

国际金价再现涨势，带动实物黄金市场走出一波“阳春”行情。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