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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财富
故事

小课堂

银行理财产品量价齐跌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在
不断走低。据融360监测数据
显示，7月，银行理财产品平均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75%，较
6 月份下降了 0.05 个百分点，
连续 5 个月下跌，并创今年最
低收益水平。纵观今年每月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情况，2 月
份为银行理财的收益拐点，持
续一年多的上升期之后，收益
率开始进入下行期。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结构

性存款发行量降温，7 月份减
少近两成。数据显示，7 月份
共发行 340 款结构性存款产
品，较6月份减少16%，平均预
期收益率为4.01%。

对于收益率下跌的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主要还是货币
政策宽松，月初的定向降准和
月末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都向
市场释放了较大的流动性，市
场利率不断创年内新低。8月
市场流动性将继续保持充裕，
市场利率很可能进一步走低，
不过跌幅有可能会收窄。

长沙一家股份制银行的
理财经理表示，市民想要获取
更高收益，不妨多作比较再选
择。一般国有大行的收益率相
对较低，中小银行的收益率会
更高，投资者可选择股份制银
行、城商行、农商行的理财产
品。同时，产品期限越长收益
越高，在理财产品整体收益处

于下滑趋势的背景下，建议投
资一些中长期理财产品，提前
锁定收益。

货币基金收益率创一年多新低

受到货币市场利率下行
影响，8月以来，货币基金7日
年化收益率平均在3.4%水平，
较6、7月份下滑了近0.5个百
分点。从月度均值数据来看，货
币基金收益率水平也呈现下降
趋势。8月以来货币基金7日年
化收益率均值为3.4864%，这
一收益率水平与2017 年初相
似，当年1月、2月的货币基金7
日 年 化 收 益 率 均 值 水 平 为
3.2501%、3.3018%，到3、4月
份逐渐回升到4%左右。

“余额宝”等理财宝宝的收
益率也在走低。如天弘余额宝
8月10日的7日年化收益率为
3.34%，与腾讯理财通合作的
货币基金收益率也都下滑至

3.5%左右。受到收益率下滑
影响，部分货币基金解除大额
申购限制“开门纳客”。

对于互联网宝宝收益的
后期走势，分析师认为不乐观，
继续走低的概率很大。如果觉
得银行理财的门槛太高又想要
更高收益，投资者也可以考虑
短期理财债券基金及保险理
财，门槛多为1000元。短期理
财债券基金的期限多在2个月
以内，收益率在4%出头；保险
理财以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为主，有活期有定期，收益率多
在4%-4.5%之间。

“暴雷潮”引发行业流动性风险

近两个月来 P2P 行业已
出现228家问题平台，76家停
业及转型平台，其中不乏业内
普遍看好的知名平台，包括银
豆网、投之家等。“暴雷潮”的
出现，让不少投资人选择退出

P2P 网贷行业，网贷行业由此
正经历一场历史未见的流动
性风险。数据显示，今年7月，
网贷行业的成交量为1447.54
亿元，环比下降17.62%；贷款
余额为 9561.48 亿元，环比下
降 7%，不少平台出现资金持
续净流出的情况。

在紫马财行创始人 CEO
唐学庆看来，平台退出只要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在规模
上对行业产生大的影响，投资
人不必过度惊慌。唐学庆建
议，投资者选择网贷平台时，尤
其要关注平台的安全性：一要
看信誉安全，选择认真做事的
团队；二要看经营安全，选择有
能力做好管理和风控的团队，
盲目相信排名的做法不可取。
可以多关注中国互联网新闻中
心下属的网金中国每月公布的
全国阳光互金白名单。（摘编自

《宁波晚报》《三湘都市报》）

8 月 6 日，麦当劳中
国宣布与全球同步推出
一套五款巨无霸收藏币

MacCoin。目前，单枚巨无霸币的出
让价在100元左右，一套5枚的售价，
大部分在1000元左右。不过，业内人
士认为收藏价值不大。

据官方介绍，巨无霸币是全球首
款用食物作为信用支撑的收藏币，没
有现金价值，消费者可用于分享与收
藏。麦当劳这个纪念章受到了粉丝和
网友的追捧。巨无霸币发行一小时
后，就有人在网上挂价 800 元一枚。
但随着个人卖家纷纷在平台上挂价，

单枚巨无霸
币的要价在
85-100 元，
成套售价大
部分在1000
元 左 右 ，个
别卖家标价近2000元。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岳屾山表示，麦当劳的收藏币可理
解为纪念品，并不具备货币功能。南
京钱币收藏人士潘星认为，全球 620
万枚的发行量挺大的，而且它并不是
钱币，没多少投资价值。（摘编自《北京
青年报》《现代快报》）

麦当劳纪念章热炒到千元，值吗？

今年股市行情
上蹿下跳，反复震
荡，想盈利实属不
易。然而在武汉有

位草根股民导师“老马”，抓住了
牛股安达维尔，看中的众源新
材、迪贝电气、盛弘股份、德尔未
来等股票，表现也可圈可点。

老马 1991 年就开了户，
当时他常去江边的一个营业
厅盯盘。老马表示，他一直遵
循一个原则：只用闲钱炒股，
永远不满仓。屡败屡战中，他
慢慢摸索出了一些门道。

1994 年，老马开了一家
花店，越做越大。随后，他开
起了插花培训班。在教插花
的过程中，老马免费给一些炒
股的学员分享炒股经验。“其
实，做花艺和炒股有异曲同工
之妙。任何庄家底部收集筹
码后，会经历震荡洗盘，拉升、
出货，这跟植物一样，会经历
生长、成熟、收获、衰退。”

老马常利用区间波段交
易法操作，“就像高中老师上
课总结的公式，只需要按照这
个最基本的方法套用，大多数
能不亏”。比如股票“三开仓”
原则，分为大盘指数开仓、行

业板块指数开仓及个股开仓，
其中大盘指数开仓，原则一，
当上证指数、深证综指、创业
板指数对应的日线级别的
MACD 连续两天出现红柱子
时，开始选板块和股票，出现
绿柱子卖出股票或减仓。原
则二，收盘后每天观察涨停家
的个数（抛开新股，一字涨
停），超过 35 家，说明可以开
仓买股票，超过50家，可积极
做多。老马称，大盘指数开仓
理论特别适合新股民等群体。

2016 年 5 月 31 日，诺德
股份的股价站上了21日均线
走平，MACD 金叉共振，之后
便开始走高。但当时恰逢英
国脱欧，整个市场环境并不
好，老马却购入了1000股，该
股之后涨了100%多。选择这
只股票就是利用这个开仓原
则。（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近期，国际金价连续下
跌，不少市民准备“逢低买
入”。事实上，黄金投资方式
多样，通过实物、期货、黄金概
念股票等均是在进行黄金投
资。但对于资金实力和投资
知识有限的普通投资者来说，
除了可投资实物黄金外，门槛
低、风险低、投资便捷的黄金
定投或许是最佳选择之一。

黄金定投是以黄金为标
的的零存整取模式，投资者以
固定的克数来购买黄金，一定
期限后，可以直接提取成一定
规格的实物黄金，也可选择按

照市价兑换成现金。工行理
财师表示，黄金定投是一个长
期积累的过程，适合长期买
入，最短期限为一年，黄金定
投长期复利收益较为可观。

目前不少银行开通了黄
金定投业务。如意金积存业
务是客户在建立如意金积存
账户的基础上，对工行如意金
条进行主动积存或定期积
存。客户既可选择赎回获得
现金，也可以到该行提取实
物。而中行的积利金（贵金属
积利业务）分主动购买与定投
两种形式，购买产品后，可享

有活期和定期两种收益率。此
类产品的积存金按金额购买下
限为300元，按克数购买下限
为1克，适合于多数投资者。

虽然黄金定投不需要投
资者充分具备操盘技巧，但并
非完全没风险。因为投资的
时间节点和数额多是事先规
定好的，所以黄金定投属被动
投资。由于黄金价格市场波
动性较强，如果黄金长期下
跌，就将面临越投越亏的窘
境，风险需自担，所以投资者
要依据自身承受能力来考
量。（摘编自《青岛晚报》）

A股僵尸股扩容或成常
态 周一，A股先跌后涨，但仍
没能吸引到足够的抄底资金，
市场交易清淡。盘后统计，有
11 只股票的当日交易额在
200万元以内，106只股票成
交额在 500 万元以下。为控
制风险，部分投资机构已明确
规定，不许买入日成交额不足
某一数值的股票。“某一数值”
具体是多少，没有统一规定，
但从常识推测，对大机构来

说，为了防止易进难出，单日
交易额在1亿元以内的股票，
不大可能在他们的考虑范围
内。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国
股市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信
号，未来A股市场会存在很多
僵尸股。（摘编自《深圳商报》）

债基年内收益领跑 今
年A股波动加剧，债市避险功
能再现。上半年央行两次全
面降准，宽松的货币环境也进
一步对债市形成利好。《中国

基金业绩评价报告》显示，截
至 7 月 27 日，全市场债券类
基 金 年 内 平 均 收 益 率 达
2.82%，领跑国内各大类基
金。建信基金旗下11只债券
类基金今年来收益率超过
4%。其中，建信纯债A收益率
达5.81%，在全市场519只同
类基金中位居前 3%；建信稳
定丰利A、建信稳定得利A等
基金收益率也均位居同类前
10%。（摘编自《金陵晚报》）

收益下滑，理财市场有点“凉”随着市场流动性的释
放，理财产品收益率在不断
走低。7月份银行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75%，创下今年最低收益
水平；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
益率平均在3.4%水平，较7
月下降0.5个百分点；P2P
平台则是暴雷不断，风险迭
出。那么，投资者该如何选
择进行理财投资呢？

老马（最前者）给学员上课。

花艺师成为草根炒股高手 黄金定投适合长期买入

■理财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