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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元就可买银行理财产品了
品起售金额调整为 1 万元起，
同时也调整了部分结构性存款
产品的起存金额。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
则在十一前对外宣布新规。
业内人士认为，
门槛大幅降
低，
这意味着银行理财更加
“平
民化”
，
可吸纳更多的投资群体。

一步降准的可能，从而降低金
国庆节假期前后，货
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引导金融
币市场很热闹，先有银行
机构更好地降低实体经济部
理财的新规落地，后有央
门的融资成本。
行再度定向降准。这些将
央行再度定向降准，以固
对老百姓
“钱袋子”
有何影
收类资产为主要投资标的的
响？随着货基和银行理财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或进一步
的收益不断走低，低风险
下滑，
不仅银行理财产品，
货币
理财还有没有好去处呢？
基金、宝宝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投资者可考虑期限较长产品
（摘编自《深圳商报》
《信息
也将继续下行。融 360 大数据
时报》
《羊城晚报》
）
10 月 7 日，
央行宣布从 10 研究院主编殷燕敏建议，对保
月 15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1 守型投资者而言，如果对资金
多家银行下调理财投资门槛
个百分点。央行有关负责人指 流动性要求较低，尽量购买当
9 月 28 日，银保监会发布 出，本次降准的主要目的是优 前收益率相对较高、投资期限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 化流动性结构，增强金融服务 较长的银行理财产品。
办法》，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银 实体经济能力。本次降准仍属
债券基金或有较好配置价值
行理财新规区分公募和私募 于定向调控，银行体系流动性
业内人士预计，
短期内，
银
理财产品，将公募理财产品的 总量基本稳定，银根是稳健中
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行理财和货币基金收益率即使
投资门槛由此前的不低于 5 万 性的，
据了解，这已是央行年内 有短暂小幅反弹，也不影响大
元大幅下降到不低于 1 万元。
10 月 8 日，交通银行发布 的第四次降准。对于本次降 概率继续下行的趋势。投资者
“钱袋子”
？
公告，计划自 2018 年 10 月 8 准，市场上早有一定预期。民 如何调整理财
对于部分风险偏好较低
日起对部分面向个人客户销 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曾表
到今年末，
央行仍有采取进 的投资者，结构性存款或许是
售的存量及在售公募理财产 示，

邮票市场
逐渐回归理性
10 月 9 日是第 49 个世界
邮政日，
中国邮政发行《福寿圆
满》贺年专用邮票 1 枚，面值
1.20 元。在集邮火热的年代，
有的邮票价格一套相当于一套
房子。而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陕西西安 74 岁的张天镒
张天镒展示邮票珍藏册。
退休前是大学教授，他最大的
爱好就是集邮。他的邮票珍 新街华山邮币卡市场一店主
藏册有好几大本，时间、内容， 说，虽然有的邮票上百万，但
都标注得整整齐齐，有不少上 这两年邮票市场很惨淡。
世纪 50 年代的信封，上面的
西安市集邮协会常务理
邮票有列宁的头像，有毛泽东 事骆延峰说，这几年邮票有价
和斯大林会面的照片，充满了 无市，原因有：发行量太多；邮
历史气息。
票的使用减少；年轻人不太集
记者近日走访西安邮票 邮，主要以退休后的老人为
市场，发现很冷清。在西安钟 主；就像炒股一样，现在市场
楼中国集邮专卖店，邮票珍藏 处于不好的时候。以前一张
系列，一组“红楼梦”邮票售价 邮票的诞生，要花费很长时间
425 元，一组“文房四宝”售价 和很大心血，但现在很多邮票
535 元。工作人员说，目前最 都是电脑合成，一年产出量相
火的是1980年发行的生肖猴， 当于以前好几年的产出量，且
每一枚价格上万，一套 80 张， 质地也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买下来差不多要100万元。西 （摘编自《华商报》
）

生活中的

经济学

替代品之一。普益标准研究
员魏骥遥表示，虽然资管新规
严格限制保本保收益产品，但
银行的产品设计风格还是会
倾向于低风险。比如结构性
存款“定期存款+期权”的模式
使产品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对于青睐短期理财的投资者，
魏骥遥则建议，在短期封闭式
理财退出市场的境况下，对安
全性和流动性有较高要求的
投资者，可以转而关注以标准
化资产为投资方向的中低风
险基金产品，
比如超短债基金、
短债基金以及短融债券基金
等，还可以选择活期类货币基
金作为投资对象。
对于银行理财产品呈现
的新变化，理财分析师普遍认
为，未来投资者甄选理财产品
时，切记不可只关注收益率和
费率，要更着重识别其投资对
象、
投资模式等方面，
确保其风
险等级处于低位。

餐厅菜单暗藏门道

去餐馆用餐点菜，
少不了
菜单。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餐厅菜单很少有完全一样的，
其实菜单里面也暗藏着一些
经济学道理，
不信来看看。
字体策略 斜体字通常被
高档餐厅采用，因为研究表
明，
斜体字会让顾客感觉到餐
厅格调优雅。如果采用一些让
人很难辨认的精致字体，
会产
生另一种效果——它可以改变
食物本身的口味。另外，
字体
的颜色也会对人产生影响。比
如绿色，
经常被用来向你暗示
食物是健康和新鲜的。
菜名策略 斯坦福大学的
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
在自助
餐厅，
如果菜单蔬菜名的前面
有一些有趣的描述，
如
“炸药辣
椒”
“甜铁板绿豆”
“碎葱”
，
会多
出 23%的销售额。这可能是
因为这些名字会触发食客的触
觉和味觉，
令人食欲大增。
定价策略 最常见的策略

是将价格降低 3 分，比如将一
道打折菜的价格设定为 15.97
元。你会觉得捡了个便宜，
一
来是因为你觉得这样的价格
经过精确计算的，
更易信任它
们，
二来是因为你总觉得零头
价格比整数价格更低。
视觉策略 研究表明，菜
单上的右上角是顾客注意力
容易聚焦的区域，
而另外一个
热点区域则是菜单上第一道
菜的位置。一般商家们都会
好好利用这些
“黄金地段”
，
展
现出自己的特色菜，
或者利润
很大的菜肴。另外，
不会随便
放图片：
第一，
如果附上图片，
在菜上桌前，
食客的大脑已经
构想出了食物的味道，
而这时
如果食物并不像他们想象的
那么好，食客就会失落。第
二，
图片与食物不符是个常见
现象。在高档餐厅，
如果出现
这种情况，
消费者就不会再去
了。
（摘编自《百科新说》
）

网贷存管银行
首批
“白名单”
出炉
日前，网贷存管银行
“白名单”
面世，
中国互联网
金融协会公布了 25 家银行
资金存管系统通过测评的
声明。第一批银行存管
“白
名单”
主要以中小城商行为
主，国有大行仅建行一家，
此外，
还不乏百信银行这样
的直销银行。此前开展网
贷银行存管业务占比较高
的如江西银行、
广东华兴银
行、上海银行、徽商银行等
并不在首批名单中。业内
人士分析，
这些银行未通过
的原因多是因为系统与测
评要求有冲突，
需改进的地
方较多。
（摘编自《新快报》
）

账户安全险种类多
“线上交易”已成为消
费者日常高频率使用的应
用场景，不过，相伴的风险
也与日俱增，各类账户安
全险产品应势而生。沈阳
市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目前已有针对
银行卡、网银、手机支付等
领域的细分安全险产品与
综合型保障产品。账户安
全险产品保额高而保费
低，业内人士提醒，多数产
品会将用户被他人诈骗引
发的资金损失列入免责范
围，消费者一定要弄清楚
这个问题，再决定是否投
保。
（摘编自《沈阳晚报》
）

公募基金
打响
“价格战”
随着公募基金市场上
相似的产品越来越多，
各基
金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
越激烈，
一些公司在费率方
面打起
“价格战”
。截至 10
月 7 日，
已有 467 只基金的
申购优惠费率调至零费率，
722只基金的申购优惠费率
最高折扣调至1折。不仅是
公募，银行、私募也都有推
出所谓的
“零费率”
产品，
比
如某银行发行的FOF产品，
也是以
“零费率”
作为卖点。
（摘编自《每日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