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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小课堂 对抗通胀宜少量配置黄金

■理财资讯

年内清盘基金已高达
330只 基金清盘正变得常态
化，今年以来已经清盘或正在
进行财产清算程序的基金已
多达330只，这已经是历年清
盘基金数量的两倍有余。基
金净值规模长期不足5000万
元是最常见的情况。盈米财
富基金研究员建议，一旦遇上

基金清算，投资者优先选择是
立即进行转换或赎回。也有
专家表示，基金清算相当于强
制赎回，投资者应关注赎回资
金到账及自身整体投资安
排。（摘编自《证券日报》）

网络理财收益率四个月
内首次上涨 上周 75 只互联
网宝宝产品的平均七日年化

收益率为2.90%，较前一周上
升0.02个百分点，自7月初以
来首次上涨。对于后市，融
360分析师刘银平认为，目前
银行体系流动性处于合理充
裕水平，利率只是短暂反弹，
接下来回落的概率较大，互联
网宝宝收益率仍然处于下降
通道。（摘编自《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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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随着理财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理财大军。然而，在纷繁芜杂的理财市场上，老年人已成为高价保健品
销售和各种金融、电信诈骗的对象。本期开始，《投资防骗指南》栏目让您认清理财路上的陷阱，识别披着理财外衣的骗局。

“您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
率，或将为0，或为7.4%。”目
前，在福建福州某国有银行推
出的结构性理财产品中，将收
益率明确设置出两种或三种
可能性，其中一种年化收益率
将为 0。理财市场这一新情
况让不少投资者震惊。

在这家国有银行官网，该
行推出的收益率可能为 0 的
银行理财产品共有8款在售，
均标注为“私银”产品，起购金
额30万元。8款产品均为结
构性理财产品。“挂钩标的主
要有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及
沪深 300、上证 50、美元等各
类指数，产品设计者一般都会
选择在市场上比较有影响力
的标的物。”一家股份制银行
福州分行的金融理财师说。8
款产品的理财期限均为 28
天，其中6款产品的收益设置
为两种可能，分别为 0%或
7.4% 、0% 或 7.4% 、0% 或
6.8% 、0% 或 7.1% 、0% 或

8%，另外两款产品的收益设置
为三种可能，分别为 0%或
3.5%或7%、0%或3.5%或7%。

“投资者对挂钩标的要深
入了解，对触碰条件做合理评
估，如果产品设置的触碰条件
明显不能达到，就不要去买。”
招行福州分行国际金融理财
师齐振彬说，投资期限最好是
6 个月以内的，时间越长，市
场越不确定。

理财产品收益率下降是
不争的事实。上周（10 月 26
日-11月 1日）银行理财产品
平 均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4.42%，创去年9月以来的最
低收益水平。多位银行理财
经理表示，市民可以在即将到
来的年底收益小高峰中选择
期限较长、风险可控的理财产
品，还可以选择一些兼具收益
性和灵活性的产品，比如银行
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产品，
可按月付息，到期取本。（摘编
自《海峡都市报》《每日商报》）

部分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可能为0

随着金价再度升破1230
美元，各大投行及机构对黄金
的看涨情绪也逐渐好转。但前
几年经常提到“中国大妈又抄
底黄金了”，今年路数却变了，
黄金真的不值得投资了吗？

“等了5年，一直没有回本
迹象，前几个月把这些黄金卖
了。”马女士在2013年跟风买
进了几公斤黄金，令她后悔不
已。“去年开始，市民对黄金的
热情就不再了。”某银行个金
部人士表示，2013年黄金价格
悬崖式下跌，随后这么长时间
的阴跌让大妈们失去了耐心，

后续也没继续补仓摊平成本。
目前，普通老百姓投资黄

金有两大误区：1.配置黄金的
比例过大。从历史数据我们
知道，黄金的收益很低，勉强
能跑赢通胀。因此，如果你单
一配置黄金，或黄金配置比例
过高，过上几十年后你会发
现，你的资产不仅没有得到增
值，在保值上可能也没有跑过
通胀。2.把黄金当灵活的投
资品。很多“中国大妈”买入
黄金的时点都是在高位，因为
黄金价格上涨，“大妈”们纷纷
抢购，甚至购买带杠杆的黄金

投资品。但黄金最大的交易
者是各国央行，一旦黄金价格
因单纯投机因素而暴涨，各国
央行一定会趁机卖出黄金，等
待黄金价格回落后再买回，故

“中国大妈”便成为了“韭菜”。
那 如 何 正 确 配 置 黄 金

呢？可以考虑少量配置点黄
金，应对极端情况。面对恶性
通货膨胀，投资股票和债券等
收益会大打折扣，而黄金碰到
通货膨胀，走势反而会比较
好。此外，要做资产配置、多
元化投资，从而降低风险。（摘
编自《投资与理财》）

收到借款 4 万元的信息
后，山东济南的赵娜才知道痴迷
保健品的妈妈张芳（化名）还做
起了投资——出资2万元入股
了准备上市的美罗汇健康药房，
但协议书上却没约定具体上市
时间及违约条款。56岁的张芳
已退休多年，自去年下半年开始
疯狂购买美罗国际的保健品，目
前，已花光自己的养老金。

投资2.2万元入股药房

“2017 年下半年，我妈经
常头晕，检查发现毛细血管堵
塞。”赵娜讲述了母亲痴迷购买
美罗国际保健品的经过。

起初母亲接受了一个月治
疗，还喝了一段时间中药，突然
停药了。“我们老家楼下有家药
店，可能是药店的人给她推荐了
美罗国际的保健品。”赵娜说，她
在网上搜索美罗国际的相关信
息，有不少负面报道，“刚开始，
我劝她还能听进去。”赵娜说，由
于她每次在新泰老家只能待两

天，劝说效果并不明显。
“之前我告诉过母亲，

不要入股投资，但她瞒着我
们投了好几万。”近日，赵娜
收到妈妈的微信，上面写着

“给4万块钱用”，这才引起
她的疑心。赵娜在妈妈卧
室里找到《入股协议书》，

“乙方出资共计人民币 2.2 万
元，享有甲方美罗汇健康药房
0.2%的分红。”这份《入股协议
书》显示，张芳于2017年10月
29日入股，甲方是药店负责人
刘某。协议约定，自投资之日
起，张芳获得美罗汇健康药房
价值2.4万元的产品，张芳可一
次性提取，也可按个人需要分
次提取；若公司不能上市，张芳
交还2.4万元产品给刘某，刘某
退还乙方股金2.2万元。

“这份协议上根本没说什
么时间上市，落款处是个人姓
名和手印，根本没有企业名
称。”赵娜说，“除了买保健品和
入股投资外，药店还组织他们

到外面学习，跟家里却说去旅
游。”赵娜说，她妈妈、大姨及邻
居先后到大连、烟台及济南等
地学习过，微信群里还有他们
上台发言的视频。

“我劝说过很多次，但母亲
就是不听我的，现在还说要跟
我断绝母女关系。”赵娜已报
警。“现在我妈还认为她没被
骗，我们还不能说美罗国际的
坏话。”

店方称不知道何时上市

“我们是直销公司，有直销
模式，并没听说投资原始股的
事。”吉林省美罗国际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客服说，公

司并没有所谓的入股
投资，想咨询更多事
宜，需要联系山东分公
司。而山东分公司的
工作人员称公司并没
在新泰市设分支机构，
入股投资的事他没有
解释权。至于其销售

的保健品是否存在问题，记者
查询发现，广东省食药监局曾
通告，该公司旗下的美罗牌立
鑫胶囊等 10 个保健食品在销
售过程中存在严重虚假宣传行
为，在广东省暂停销售。

“张芳投资的2.2万元中，
有4000元股金，其余的钱都是
买的保健品。”新泰市美罗汇健
康药房一名工作人员称，入股
协议是投资他们药房的钱，不
过保健品并不是赠送的，而是
花钱购买的。“如果上市的话，就
按照比例分红。”这名工作人员
说，他们会按照投资份额确定分
红比例，如果药房不上市的话，
顾客还没吃的保健品能退款。

对于药房是否准备好上市的材
料及准备何时上市的问题，这位
工作人员说她也不清楚。

至于组织人到大连、烟台、
济南等地学习的事，该工作人
员称，是美罗国际组织的产品
宣讲会。

当心以原始股为幌子非法吸存

对此，山东千舜律师事务
所甄恩阳律师认为，如果药
店以保健品为幌子吸收股金，
那么药店就涉嫌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

“仅仅是购买保健品的话,
只是简单的合同关系，但一旦
牵扯到入股问题，就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甄恩阳说，药
店负责人声称药店将会上市，
从而让顾客购买所谓的“原始
股”，已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老年人要在正规药店购买
保健品，而且在投资时一定要
谨慎，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涉
险投资。（摘编自《生活日报》）

张芳所持的入股协议。

2.2万元买“原始股”换来一堆保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