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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生活中的

经济学经济学

人们在关注顶级精品价值走势
的同时，也在迫切寻找一些贴近大众
收藏的商机。年前，一张 1907 年由
章炳麟编辑并发行的民报临时增刊

《天讨》，其拍卖估价高达 3.5 万元。
有业界人士为此感慨：“老报纸的春
天要来了！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老
报纸的交易和拍卖活动并不少，甚至
不乏嘉德、保利等大型拍卖行身影。

近年来的拍卖数据显示，2010年
的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一张八成
新的宣统元年《福建新闻》报纸，以估
价800-1500元上拍，最终以7840元
成交；2016年徐州的一场报纸藏品拍

卖会上，一张品相不太完整的《人民
日报》创刊号，就以一万元的价格被
江苏一位集报家买得。

专业人士提醒，影响老报纸价值
的因素主要在几个方面。一是发行
时间的早晚。报纸的发行时间越早，
就越难保管，能流传至今的就越稀
少，价格也越高。二是发行量多少。
像创刊号、终刊号等的发行量不会太
大，收藏价值比较高。三是报纸的权
威性。一般来讲，国家级报纸的权威
性比地方级报纸更高。四要看报纸
内容的重要性。最后，品相很关键。
（摘编自《收藏快报》）

老报纸收藏价值日益凸显

顶呱刮新票种登场

近段时间，一款情感
祝福类即开型体育彩票

“星光闪耀”正在全国各地
陆续上市。“星光闪耀”是
体彩节后复市推出的首款
顶呱刮新票，单票面值 20
元，共有 20 次中奖机会，
设 9 个奖级，奖金从 20 元
至 100 万元不等。“星光闪
耀”共有 3 个票面，以夜空
中的星星为主形象，底色
分别为紫、蓝、黑，具体游
戏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
果出现“顶呱刮”标志，即
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金
额；如果出现“星星”标
志，即中得刮开区内所示
的 20 个金额之和。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摘编自

《羊城晚报》）

央行近期发文，整顿银行
高息揽储。然而在京东金融、
支付宝等大型互联网金融平台
上，还是有不少年化利率高达
5%以上的银行智能存款产品
在售。这类产品可靠吗？近
日，有媒体选择了三款 5 年期
的银行智能存款产品，从派息
方式、提前支取计息规则等方
面分析，看看到底值不值得买。

存取灵活需牺牲收益

智能存款产品，也被称为
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产
品，就是在赎回产品时，其收益
会根据存款时间分段计算利
率。自从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
档计息类创新存款产品被叫停
整顿后，市面上出现不少定期存
款产品，根据计息周期可以分为

“7天付息”“每月付息”“每季付
息”“每6个月付息”等。

此外，市面上还有一类传
统的到期还本付息存款产品。

从流动性上看，无论是按
周期派息还是到期还本付息产
品，都支持提前支取。不过提前
支取的计息规则各有不同。到
期还本付息的“众力存”，仅支持

全额提前支取，而且提前支取按
照活期利率计算实际持有天数
的收益；到期支取，就可按照到
期利率兑付本金和利息。

看似存取灵活的背后，到
期还本付息类存款产品的高收
益并不好拿到。不过，该产品支
持转让，转让成功后按照储蓄
存款利率计算实际持有天数的
收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因为流动性牺牲掉的收益。

提前支取可能回吐收益

按周期付息产品在提前
支取计息规则上也有差异。

以天津滨海农商行的“互
联网储蓄四个月”和贵州乌当
农商行的“黔惠满”为例。“黔惠
满”可以提前支取，但仅支持全
额提取，不支持部分支取，提前

支取的利息按照持有实际天数
的活期利率计息，提前支取时
到账的本金也需要扣除已付所
有周期利息。比如王先生在3
月 15 日用 10 万元购买了“黔
惠满”，到 6 月 15 日满一个计
息周期，电子账户自动转入一
个周期的利息 1275 元。6 月
18 日，王先生急需用钱，把账
户里的资金都取出来，实际存
款天数是 109天，如果当日银
行挂牌活期利率是0.42%，那
王先生应得利息为127.17元，
可支取的金额为98852.17元，
到手的本金还少了 1147.83
元。这是因为银行已经预付了
1275元的利息，所以只能在本
金里面扣除。看似5.10%的高
利率，如果王先生提前支取，高
利息没了，即使持有了这个产

品三个多月，也仅获得0.42%
的活期利率。

再来看看天津滨海农商行
的“互联网储蓄四个月”，支取
规则明确强调，提前支取时未
满一个计息周期的，根据未付
息天数按当日挂牌的活期利率
计息，但是已支付利息不扣回。

选存款产品优先考虑流动性

选择智能存款产品时不
能只看收益率，还要看存取的
灵活性。优先考虑流动性高的，
或者按比例分别投入。到期还
本付息类存款产品，看似存取灵
活，实际上要以牺牲收益为代
价。按周期付息类存款产品则
要仔细看好支取规则，不要只看
高利率，到头来可能还要你回吐
收益。（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买高息智能存款注意支取规则

近段时间，可转债市场频
频演绎“逆天上涨”，吸引了不
少投资者的注意。对此，上交
所和深交所均表示，将可转债
交易情况纳入重点监控。

可转债是在一定时间内
可以按照合约规定的转股价
格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债券。
作为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之
一，可转债的发行门槛要高于
股票定增门槛，但发行成本更
低。3 月份以来，可转债市场

成交火爆。东方金诚首席债
券分析师苏莉梳理的数据显
示，截至 3 月 20 日，以中证转
债指数统计的日均成交额为
384 亿元，相较 2 月份的 131
亿元大幅上涨 194%；3 月 20
日当日成交达到创纪录的833
亿元，较 2 月底的 141 亿元大
幅上涨491%。

益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张翠
霞表示，可转债之所以出现暴
涨暴跌，与其没有涨跌幅限制，

以及T+0的交易制度有关。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

雳表示，当股价出现大幅波动
时，可转债有股债衔接的属
性，所以受到青睐。但最近一
些可转债暴涨暴跌和离奇的
换手率，已引起监管关注。因
这方面会有可能出现暴涨暴
跌，对投资者而言其实是高风
险的。鉴于此，投资者还是要
重视长期价值投资。（摘编自

《证券日报》）

在这段漫
长的宅家生活中，不少人的消
费需求也被禁锢在家，快被憋
坏的他们扬言疫情过后要“报
复性消费”。与此同时，也有不
少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储蓄水平
和消费模式，决定省钱。

为何会出现这两种反应
呢？四川成都武侯区心传青少

年心理服务中心理事长余宓宓
表示，不论是报复性消费还是
存钱，都是因为被压抑了，“被
压抑之后人很容易产生自我否
定，部分人会想我是不是挣不
到钱了？我还能不能达到以前
的消费水平？”余宓宓说，自我
否定后，他们会通过自我肯定
的方式来自我证明，证明自己

可以回到以前的状态，“消费和
存钱行为就是一种自我肯定”。

“出现过头的报复性消
费/存钱，就有些过度了。”余
宓宓提醒，做好理财规划，或
是通过和朋友聊天等行为来
转移注意力，不通过花销来安
抚自己的情绪，都是不错的选
择。（摘编自《成都商报》）

银行间利率期权
启动交易试点

3月23日，全国银行间
利率期权交易正式启动试
点。试运行首日，邮储银
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金融机
构达成交易，覆盖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利率期权和利
率互换期权。

利率期权是一种与利
率变化挂钩的期权，到期时
以现金或者与利率相关的
合约进行结算。此次推出
的利率期权业务包括但不
限于利率互换期权、利率
上/下限期权等产品。作为
一种与利率变化挂钩的期
权，利率期权是一项可以
帮助企业规避利率风险的
有效工具。苏宁金融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陶金指出，
利率期权作为重要的一类
利率衍生品，能够有效规
避利率波动风险，及时发现
利率价格趋势。（摘编自《北
京商报》）

可转债持续火爆引监管关注

报复性消费或是自我肯定

帮你“全额退保”
并不靠谱

近期，不少“代理退
保”的“黑产团伙”利用疫情
渲染气氛，对部分保险公司
及其保险产品进行诋毁，
告知投保人继续持有原保
险产品将遭受经济损失，
怂恿投保人退保。这些团
伙通过电话、短信、网络平
台等发布信息，称可帮助
保险消费者全额退保，要
求保险消费者提供身份
证、银行卡、保单等资料，
并收取高额“手续费”，再
以消费者名义向监管部门
投诉，甚至诱导消费者虚
构事实，伪造资料。（摘编
自《河北日报》）

多地开放
手机个税汇算功能

据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12366纳税服务平台消息，
包括云南、青海、山西、广
西、贵州、大连等省市，近日
已经先行开放了2019年度
个人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手
机 App 等远程办税渠道。
据悉，后续还会随着各地疫
情防控情况变化陆续分批
分区开放相关功能。国家
税务总局表示，对有特殊急
办需求的纳税人，经预约可
以通过为其定向开通的手
机App办理年度汇算。（摘
编自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