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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近日，周女士咨询，家中有中国
邮政1999年发行的“兔”贺年有奖明
信片，有无收藏价值。一直以来，贺
岁明信片每年都发行，随着时间推
移，明信片的价值有没有增加呢？

资深集邮人士吴明洋介绍，这么
多年来，明信片收藏一直不温不火。
目前1999年“兔”贺年明信片的价格
为8元（每张）。周女士的明信片属于
普通贺年明信片，因为年年发行，所
以并不“稀罕”，除非是年代更早些的

“龙头”或有“错印”等特殊情况的。
比如，1984 年发行的“鼠”贺年邮资
片，现在市场标价为 270 元（每张）。

2009年发行的《爱由心生》贺年明信
片更因为是“错版片”曾被炒出天价，

“一个正在画画的女孩被印成了‘同边
手’，所以是错片。到2015年，这款明
信片最高售价达到上万元每张。”

除普通明信片，还有专供成套收
藏的“极限贺年片”。比如1999年发行
的“笔墨纸砚”A、B。其中较有价值的是
1997年前后发行的没有改值邮戳（即没
有使用、流通过的）的白片。吴明洋说，
以1997年发行的“梅兰竹菊”白片为例，
用金粉印制，当年曾卖出600元一套，由
于金粉氧化变质，品相变差，现在约在
100元每套。（摘编自《淮海晚报》）

错版明信片曾被炒出天价

LPR
成房贷利率基准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19〕第 16 号》要求自
2019年10月8日起，新发
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
的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
成。央行还明确要求，首套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这
意味着房贷利率打折时代
即将结束。某股份制银行
个贷业务负责人表示，这个
调整方式一直都有，这次更
加明确了利率可以按年调
整，属于浮动利率贷款。（摘
编自《南方都市报》）

牛市顶点买基金巨亏六成

2015年6月，王女士在建
行恩济支行花 96.6 万元购买
了某基金公司旗下产品“中证
军工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 年 3 月 28 日赎回时，该
笔投资已亏损576481.95元。

2016年初，由于王女士需
要用款，向理财经理要求赎回
时，被告知已亏损 30 余万元，
此时王女士才知其购买的理财
产品系第三方发行的高风险产
品。之后，王女士与银行多次沟
通意欲赎回，但银行以“有回本
可能”为由，要求王女士继续持
有。此后王女士又多次向建行
恩济支行及其上级单位投诉，
始终未予解决。2018年，王女
士将建行恩济支行告上法庭，请
求法庭判令建行恩济支行向其
赔偿亏损的 576481.95 元，并
赔偿所投本金（96.6万元）自购
买涉案理财产品之日起至给付
之日止的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原告获胜有四个因素

仔细看看事情经过，会知

道从一审到最高院一直是一个
判决结果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核心主要有以下四点。

1.只买保本型银行理财，
却被推荐股票型基金：据裁判
文书，王女士称，自己一直明确
要求只购买保本型且为建行恩
济支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但最
终买的却是某军工主题股票型
基金。因此原告方认为，建行
推荐其购买第三方发行的高风
险理财产品是一种欺骗行为。

2.招募说明书说“较高风
险”，平台方标“中风险”：对此，
建行则提出该基金产品的风险
评级属于“中风险”，适合原告
购买主张。法院认为，该基金招
募说明书明确其风险收益特征
为“本基金属于采用指数化操作
的股票型基金……为证券投资
基金中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
品种”，两个风险评级结果不一
致，因此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3.购买前未出示和提供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王女士
声称，在整个购买过程中，该行
工作人员均未向其告知及解释
该理财产品系股票型基金，且

为第三方发行的产品，亦未进行
相关的风险评估和合同签订等
事项。法院审理认为，建行恩济
支行推介行为存在明显不当，没
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应认定建行
恩济支行具有侵权过错。

4.法律意识和证据保全：
二审判决书透
露，王女士提交
的证据中，有委
托单和通话录
音等材料，证据充分。而建行
的证据保全工作显然并不完
善，比如就最核心的是否尽到
告知义务这一点，建行辩称有
说明，但由于其无法提供相应
证据，因此法院未采信其主张。

把握四点避免被忽悠

对投资者而言，如何保护
自己不被套路和忽悠，业内人
士也给出了几点建议。

1.坚决不投不知道的产
品：投资者在参与市场的时候
应该要明确是否知道这个产
品，产品有怎样的风险收益特
征，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不应
该买。

2.投资组合要匹配自身风
险偏好：投资者应当将大部分
资产投资于符合自身风险偏好
的产品中，即便偏离自身风险
偏好的部分也应当少量配置，
不能偏听偏信。

3.账户和钱是你自己的：
理财经理只是你的助手，永远
不能取代你去做投资决策。
因此选择什么产品，在什么
时点进场和赎回都应由你自己
决定。

4.加强自身理财知识的补
充：利用零碎和闲暇时间阅读
书籍或公众号多补充理财知
识，被“忽悠”和错判的概率将
大大降低。

北京海淀区的王女士2015年6月在建
行恩济支行购买了96.6万元基金，2018年3
月，赎回时仅剩38.95万元。王女士就亏损
的57.65万元起诉该行，要求其全额赔付。
最终，法院一审、二审直至最高院都是同样
的判决结果：银行全额赔付。这是为什么？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中国证券报》）

买基金亏了57万元
法院判银行全赔

银行理财收益节节败退，
货币基金接连清盘。与此同
时，一类在互联网平台上销售
的保险产品异军突起，一年期
产品最高年化收益率突破
7%，灵活申赎产品年化收益
率也超过 3%，远高于银行同
类产品和货币基金。

在腾讯理财通、支付宝和
京东理财平台上，目前收益率
最高的理财产品大多来自保
险。比如在某平台上，泰康养
老保险的一款净值型理财产品，
近一年净值增长率高达7.05%，
且支持随时申赎。平安养老保
险一款90天期净值型理财产
品，年化收益率为5.48%。收益
率最高的一款产品来自太平养
老保险，期限 369 天，年化净
值增长率高达7.39%。

在几大理财平台上，保险
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普遍高
于货币基金，且起购门槛均为
1000元，到期后可自动续期，
也可以选择赎回，最快T+1日
到账。这些保险产品是纯粹
的理财产品，风险等级较低，
介于债券基金和货币基金之
间。不少保险理财产品基本
上一开放就被抢光，因此大部
分时间里显示为“已售罄”。

货币基金风光不再，新的
现金管理工具接棒。除了保
险理财产品，还有银行货币理
财产品、净值型T+0产品、短
债基金等，大多是类货币基金
产品。与普通货币基金相比，
类货币基金产品实时赎回金
额额度更大，收益相对更高。
（摘编自《都市快报》）

进入6月份以来，国际金
价 持 续 走 高 ，一 度 突 破 了
1500美元/盎司关口。与黄金
价格有非常强的相关性的白
银价格也跟着涨，过去三个
月 ，国 际 金 价 最 高 曾 上 涨
18%，国际白银价格最高则上
涨了20%。尽管白银价格表
现亮眼，但由于投资比较小
众，购买银饰品、进行白银投
资的人并没有明显增多。业
内人士表示，预计白银价格还
有上涨空间。

在黄金不断创历史新高
的同时，白银近来也创下自
2016年以来的新高。分析师
普遍认为，白银也具有一定避
险性质，不过其上涨通常较黄
金有滞后性，因此后市有望补
涨。有分析师认为，“白银的
某些指标显示，我们可能正在

为更大幅度的波动做准备，即
使银价近期没继续突破，中长
期基本面和技术面仍显示未
来1-2年银价将大幅走高”。

相比白银，黄金似乎更受
投资者青睐，除了少数国有大
行，其他银行与白银有关的产
品相对较少，某些股份制行除
了白银价格挂钩的基金外，基
本上见不到其他的白银投资
方式。有业内人士表示，相较
于黄金来说，白银具有单价较
低的优势，若想投资白银，追
逐白银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投
资收益，那么最好选择纸白银
（账户白银）、白银ETF基金等
渠道。“白银递延不是不可以
选择，但是与黄金递延一样，
对投资者的投资经验要求较
高，投资风险也相对较高。”
（摘编自《新快报》）

货币基金“熊”了
保险类产品火了

追涨白银建议选择纸白银

银行理财子公司
持续扩容

8 月 23 日晚，徽商银
行公告称，旗下徽银理财
有限责任公司获得银保监
会批准筹建，这是继杭银
理财、宁银理财之后第三
家获批筹建的城商行理财
子公司。目前，已有32家银
行公告设立理财子公司，包
括6家国有行、9家股份行、
15家城商行、2家农商行。
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
行的理财子公司已先后开
业，另有 7 家获批筹建。
（摘编自《中国基金报》）

赚了钱取不出
原来是骗局

23 日，长沙市反电诈
中心通报近期芙蓉公安分
局破获的一起特大投资理
财诈骗案。今年5月初，唐
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告知，可免费听投资

“专家”传授投资方法，唐
女士加入微信群后，看到
其他学员按“专家”指导在
APP投资平台赚了钱。她
先后投入 101.6 万元，不
到一个月，账户显示，她已
赚到了200余万元，然而，
她却无法取现，她这才意
识到自己被骗而报了案。
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民警
提醒，投资理财一定要认
准正规渠道，不要随意添
加陌生微信群。（摘编自

《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