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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018·炫梦童画”
少儿创意美术大赛梦想启航

近日，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
市分行与上海广播电视台哈哈
少儿频道共同主办的“2018·炫
梦童画”少儿创意美术大赛正在
火热进行中，作为工商银行及哈
哈少儿频道主办的系列年度赛
事，每年吸引了万名少儿递交他
们的优秀画作，部分作品也集结
成画册为主办方珍藏。今年的
少儿创意美术大赛将带来全新
的内容和玩法，将满满的创意奉
献给爱画画、爱做梦的孩子们。

炫彩梦想画出来。“2018·
炫梦童画”将少儿的艺术天性和
未来使命进行融合，以关注孩子
成长、艺术发展为出发点，鼓励
孩子们描绘心中世界，实现、珍
藏自己的童年梦想。有些小朋
友更连续好几年参加投稿，坚持
着美术梦想，用画面讲述自己的
成长故事。投稿作品经过大赛
专家委员会初选、复选后，将有
部分小朋友脱颖而出获得优秀
奖项，还将成为工商银行借记卡
卡面“设计师”，将自己的优秀画
作变成可以使用的银行卡。

炫酷活动走起来。今年活
动更注重参与性和互动性，活动
期恰逢寒假及新学期开始期间，
第一阶段，主办方将在全市部分

的工商银行网点举办主题特色
活动，在大型商场举办现场创意
绘画活动；第二阶段，主办方将
通过幼儿园、学校等开展美育教
育营等活动。届时将通过电视
节目、微信平台等渠道发布相关
信息，哈哈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将
热情邀请小朋友们，共同参与全
市三十场的特色活动，为小朋友
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外体验。

炫丽卡片伴未来。“炫梦童
画”系列赛事自2009年第一届
开始，共有200张小朋友自己的
画作登上了“工行-哈哈”宝贝
成长卡的卡面，该卡对社会公开
发行，小朋友们可通过全市各工
商银行网点办理到这种特别卡
面的银行卡。工商银行的部分
银行网点正开始增加亲子区域，
为父母及孩子们提供家庭、学校
之外的活动交流场所，也将持续
为“宝贝成长卡”持卡人提供各
类优惠活动及亲子体验。

“2018·炫梦童画”少儿创
意美术大赛的征稿时间将一直
延续至3月底，想要参与活动的
少年儿童，可关注“工商银行上
海市分行”或“哈哈俱乐部”微信
公众号，进行大赛线上报名及查
看活动详情。

广告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春节前，猪肉价格
出现了连续下跌。随着雨雪天
气结束，猪价迎来迅猛下跌。2
月1日全国外三元生猪出栏均
价为13.96元/公斤，截至昨日，
山东、河南等地外三元生猪主流
出栏价在13.8-14元/公斤。根
据卓创资讯监测，1月份全国猪
价出现两次上涨。两次猪价上
涨的主要原因都与天气有关。
1月上旬和下旬有两次比较严
重的降雪天气，尤其是上旬。暴
雪天气导致生猪调运困难，从而
导致市场供应量紧缺的现象，刺

激了猪价上涨。综合来看，猪价
上涨主要源于临近春节市场猪
源充足、前期涨势过猛两大因
素。

南方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南方养殖主体以规模性养殖
场为主，大场对后市普遍较不乐
观，且年后消费转淡，猪价有下
滑空间。大场意向降价促销，以
减轻年后出栏压力。1月末以
后，江苏某大型养殖场连续5次
调价，外三元出栏价累计下滑
1.2元/公斤，降幅达7.69%。河
南地区外三元主流出栏价由
14.6元/公斤-14.7元/公斤降至
13.7 元/公斤，累计下滑 0.9 元/

公斤-1元/公斤。
卓创资讯预测，距农历春节

仅1周有余，大型屠企已开始节
前备货模式，主销区（如北京、山
东）等地提量明显，而上游企业
有意将春节期间积压猪源提前
出栏，猪价仍有一定下滑空间。

对于2018年整年的猪价，
产能、环保、扩养和进口四个方
面都会对其产生影响。2017年
国内生猪供应量出现明显增长，
环保拆迁影响生猪在非正常出
栏期出栏，规模企业由于环保以
及用地制约而产生的扩产情况
以及猪肉进口量都会对今年整
年的猪肉价格产生影响。

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
有56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有存
续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总数
达 9.35 万只；理财产品存续余
额29.54万亿元，这一数额较去
年年初增加0.49万亿元，同比
增长 1.69%；但比2016年全年
少增 5.06 万亿元，增速同比下
降21.94个百分点。2017年全
年，银行业理财市场累计发行
理财产品25.77万只，累计募集
资金173.59万亿元，平均每月
募集资金14.47万亿元。

可以比较的是，截至2017

年底，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
一般个人类、高资产净值类与
私人银行类等理财产品存续余
额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
66.99%。其中，一般个人类产品
存续余额较年初增长2.76万亿
元，增幅达23.31%；占全部理财
产品存续余额的 49.42%，较年
初增长8.68个百分点。

去年新发行的理财产品更
是将产品的安全性放在了首位，
不但低风险产品的发行数量较
2016年再度有所增长，保本类产
品的占比也较 2016 年有所提

升。2017年，风险等级为“二级
（中低）”及以下的理财产品募集
资金总量为144.51万亿元，占
全市场募集资金总量的83.25%；
而风险等级为“四级（中高）”和

“五级（高）”的理财产品募集资
金 量 为 0.28 万 亿 元 ，仅 占
0.16%。与此同时，截至2017年
年底，非保本产品的存续余额为
22.17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
存续余额的75.05%，较去年年初
下降4.51个百分点；保本产品的
存续余额为7.37万亿元，占全部
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24.95%。

强监管下市场正在转型 新发产品以低风险为主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增速下降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移动电话普及率首
次破百，来自工信部的统计，
2017 年，全国电话用户净增
8269万户，总数达到16.1亿户，
比上年增长5.4%。其中，移动电
话用户净增9555万户，总数达
14.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普及
率达102.5部/百人，比上年提高
6.9 部/百人，全国已有 16 省市
的移动电话普及率超过100部/
百人。与此同时，固定电话用户
总数 1.94 亿户，比上年减少
1286万户，每百人拥有固定电
话数下降至14部。

4G移动电话用户扩张带来
用户结构不断优化，支付、视频
广播等各种移动互联网应用普
及，带动数据流量呈爆炸式增
长。2017年，移动互联网接入
流量消费达246亿GB ，比上年
增长 162.7%，增速较上年提高
38.7个百分点。全年月户均移
动 互 联 网 接 入 流 量 达 到
1775MB，相当于1.73GB，是上年
的2.3倍，手机上网成推动移动
互联网流量高速增长的主要因
素。2017年手机上网流量达到
235亿GB，比上年增长179%，在
移动互联网总流量中占95.6%。

从区域上看，2017年，东、
中、西部地区移动互联网接入流

量分别达到 121 亿 GB、59.9 亿
GB和 64.9亿 GB，比上年分别增
长151%、154%和198.1%，西部
增速比东部、中部增速分别高
47.1个和44.1个百分点。东、
中、西部地区月户均流量达到
1780MB、1680MB、1865MB，西部
比东部和中部分别高 85MB 和
185MB。

互联网应用替代作用增强，
传统业务持续下降，2017年，全
国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2.69
万亿分钟，比上年减少4.3%，降
幅较上年扩大 2.8 个百分点。
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 6644 亿
条，比上年减少0.4%。其中，由
移动用户主动发起的点对点短
信量比上年减少30.2%，占移动
短信业务量比重由上年的28.5%
降至 19.9%。彩信业务量只有
488 亿条，比上年减少 12.3%。
移动短信业务收入358亿元，比
上年减少2.6%。

网络提速效果显著，高速率
宽带用户占比大幅提升，数据显
示，截至12月底，三家基础电信
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总数达3.49 亿户，全年净增
5133万户。其中，50Mbps及以
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总数达2.44亿户，占
总用户数的70%，占比较上年提
高27.4个百分点。

移动电话普及率首次破百
2017年户均月流量使用超1.7GB

春节前猪价下跌

新年猪价或受环保因素影响

强监管下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场正在转型，近日，银行业理财登记
托管中心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7年）》显示，2017年
银行理财产品增速呈现下降趋势，同业理财规模与占比较年初“双
降”，理财资产配置以标准化资产为主，新发行理财产品以低风险等级
为主。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近年来，银行同业理财规
模急剧增长，而这一势头在
2017年遭遇“急刹车”，在一系
列“组合拳”的打击下，2017年
全年同业理财规模与占比较年
初出现“双降”，前者更是较
2016年大降逾五成。

截至2017年年底，金融同
业类产品存续余额为3.25万亿
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

的11%。金融同业类产品存续
余额较去年年初大幅减少 3.4
万亿元，降幅为51.13%；占比下
降11.88个百分点。

据悉，银行业理财登记托
管中心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发起的中立性理
财市场服务机构，其业务由银
监会监管。作为全国银行业理
财市场集中登记、信息披露和

第三方托管服务机构，目前已
建成理财登记、托管、中国理财
网以及理财综合业务平台等系
统，2017年，银行业理财登记托
管中心为进一步丰富中国理财
网网站内容、优化用户体验，对
网站进行了9次功能性升级，实
现了全产品阶段、全种类覆盖的
产品信息展示，为投资者提供了
理财产品真伪性核验的平台。

累计发行产品25.77万只

2017年全年，个人投资者
通过购买理财产品所获取的收
益达6667.5亿元。据统计，银行
业理财市场2017年共有28.46
万只产品发生兑付（其中有
23.01 万只产品到期），理财产
品累计兑付客户收益11854.5
亿元，较2016年增长2081.8亿
元，增幅 21.30%。分机构类型
来看，国有大型银行3731.9亿
元，占31.48%；全国性股份制银

行 4765.4 亿元，占 40.20%；此
外，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
构和外资银行分别占 17.58%、
6.21%和1.24%。

2015至2017年，银行发行
的理财产品的客户实际年化收
益率基本在3.5%-5.0%之间。从
2017年全年来看，封闭式产品按
募集资金额加权平均兑付客户
年化收益率为4.06%，较2016年
上升27个基点。2017年，已终

止的封闭式理财产品收益率呈
现出上升趋势，从年初的平均
3.5%左右上升至平均4.3%左右。

从资产配置情况来看，标准
化资产是银行理财资金配置的主
要资产，债券、银行存款、拆放同
业及买入返售等标准化资产共占
理财产品投资余额的67.56%，其
中债券是理财资金配置的最重要
的一类资产，截至2017年底，债
券资产配置比例为42.19%。

个人投资收益达6667亿元

同业理财规模与占比“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