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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理财资讯

基金

长沙市打击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单位

投资者卖金比买金积极

建行浙江省分行贵金属
业务负责人王经理提供的一
组数据显示，本轮黄金上涨始
于去年年底，该行投资金条从
每克 360 元左右涨到目前的
每克 426 元，但与以往越涨越
买不同的是，这次上涨行情
中，该行实物黄金呈现出净回
购的态势，特别是今年5、6月，
实物黄金回购量分别是销售
量的 2 倍、2.5 倍。与此同时，
该行账户金交易也非常活跃，
人民币和美元计价的账户黄
金合计月交易量在4吨左右。

工行杭州分行负责人陈
经理说，这轮行情中，让他印
象最深的并不是黄金，而是白
银。今年 3 月，受国际市场影
响，国内白银价格连续大跌，
创下过每克2.6元左右的历史

最低纪录，但现在已经超过
5.3元/克。

事实上，今年以来，上海金
交所已经5次调整黄金和白银
递延合约的保证金比例和涨跌
幅限制。最近一次调整发生在
7月22日，白银递延合约的保
证金比例从10%调整为13%，
黄金递延合约的保证金比例从
8%调整为9%。黄金、白银价
格持续创新高，价格开始震荡，
28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发布《关
于做好近期市场防范风险工作
的通知》，提示投资者做好风险
防范工作。

银行推出挂钩黄金的产品

随着黄金的暴涨，黄金理
财产品的发行也受到热捧。包
括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
行等在内的多家银行近期推出
了挂钩黄金的结构性存款/理

财，以看涨黄金的产品居多。
100—100万元起投，投资期限
多为短期，预计到期收益率介
于 1.15%至 9.71%（年化，下
同）之间。例如招商银行正在
手机银行App上发售5款挂钩
黄金的结构性存款，且均为看
涨，投资期限较短，在31至123
天区间。以一款 31 天产品为
例，该产品 5 万元起购，挂钩
标的为伦敦金的定盘价格，预
计 到 期 利 率 为 1.15% 或
2.98%或 3.18%，7 月 27 日起
息，8 月 27 日到期，到期观察
日为8月25日。

相较于看涨，看跌金价的
结构性产品近期发行较少。仅
有交通银行发行了1款看跌黄
金的结构性存款。另外，光大理
财发行的“阳光青智盈1期”结
构性理财产品，兼顾看涨看跌。

一位国有银行人士表示，

近期银行理财出现较大波动，
引发了投资者担忧，发行看涨
期权的产品可将产品波动降
低在一定幅度和范围内，易获
得客户认可。同时近期市场
不确定性不断加大，加上各国
通胀预期提升，金价不断创出
新高，也给产品发行创造了有
利条件。

投资黄金选择正规渠道

每每遇到投资黄金的问
题，总有投资者在实物黄金和
账户黄金中间举棋不定。工行
贵阳分行贵金属业务人士郑又
嘉表示，金条建议长期持有，可
抵御通货膨胀和经济低迷。但
要注意金条回购有价差，所以
如果想短期赚差价，不建议投
资金条，可以考虑账户类产
品。账户类产品主要是短期炒
波段，上涨下跌都可以炒，只要

有波动就有机会。如果经验不
是特别丰富的人想投资黄金，
可以考虑积存金定期积存，每
个月固定投资买黄金，价格可
以平摊下来。如果坚持定投下
来，收益很可观。每个月的每
个工作日银行会自动扣款购买
时价黄金，类似于基金定投。

白银实物交易目前还不
是很普遍，一般都是以账户白
银的形式存在。如果对白银感兴
趣，可以考虑“账户白银”和“白
银延递”，但后者属于加杠杆交
易，规则上需要注意的事项比
较多，更适合经验多的投资者。

需要提醒的是，收益与风
险并存，黄金不会一直上涨，买
黄金也可能发生亏损。此外，
投资黄金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银
行、基金公司等渠道，千万不能
去各种“黑平台”“黑中介”交
易，否则很可能血本无归。

城商行多款固收理财净
值破 1 数据显示，2020 年 6
月初至今，已有561款固收类
净值型理财账面净值破1，占
存续净值型固收类产品的
3%，涉及75家银行。其中城
商行净值破 1 的产品数量最
多，共224只产品，占破1产品
数量的40%。普益标准研究
员郭全毓指出，受资管新规影
响，此后发行的固收类净值型
产品都按照市值法估值，未来
银行理财产品净值波动将成
常态。（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精选层开市首日20家公
司破发 27日是精选层32只
新股正式挂牌交易的日子。
截至收盘，有 20 只新股处于
破发状态，跌幅超20%的公司
有 4 家。这些破发的新股大
多为首批精选层公司中挂牌

首日流通股本占比较高的企
业，例如恒拓开源、流金岁月
流通股本占比超过了 50%。
有市场人士认为，对照海外市
场，精选层的大比例破发属于

“正常现象”，在成熟市场没有
新股不败这种说法。（摘编自

《每日经济新闻》）
涨跌幅 20%的创业板快

来了 7月24日，证监会发布
消息，同意锋尚文化、康泰医
学、美畅新材、蓝盾光电 4 家
公司创业板首发注册。业内
人士预计首批企业或于 8 月
26日前后上市。需要注意的
是，创业板注册制下，新上市
企业上市前5日不设涨跌幅，
之后涨跌幅限制从目前的
10%调整为 20%。存量公司
日涨跌幅同步扩至20%。（摘
编自《中国证券报》）

一次性支付10万元预定
养老服务，承诺三年到期未消
费全额退款，每年还会支付
11%的利息（合同表述为福利
补贴消费券）。然而合同到期
后，老人没等来预期中的回报，
甚至还拿不回那10万元预定
金。近日，四川成都多位老人
投诉，称被成都小城故事康养
中心以上述套路欺骗投资者。
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2016年，60 岁的吴女士
经熟人介绍，接触到成都郫都
区小城故事养老项目。成为
目标客户后，她受到来自小城
故事的“甜蜜”攻势——专车
接送现场参观，送米、送油赢
得好感。吴女士描述，康养中

心占地面积很大，房间宽敞，
设施豪华，楼下有鱼塘，中心
承诺的服务也很完善。更让
她心动的，是小城故事的预定
养老服务模式。即若提前预
付费用，未来入住时就能享受
折扣。三年到期，若未消费，
中心不但会全额退款，还会多
退一定比例的“福利补贴”。
吴女士一次性交了10万元预
定金，对方承诺以后入住时可
享受4折优惠，每年还能获得
11%的福利补贴。然而合同
到期，吴女士只收到了两年的
福利补贴共计 2.2 万元，第三
年的补贴和10万元本金至今
没有下落。目前，已有600多
人加入“小城故事维权群”。

长沙防范非法集资志愿
者、湖南湘军麓和律师事务所李
斌全律师分析，从老人描述的情
况来看，与吴女士签订合同的这
家公司以提供住宿、餐饮、医疗

保健、理疗、娱乐等养老服务为
名，以享受消费优惠、领取所谓
福利补贴返利和承诺可退还本
金为诱饵，采取预付服务费的
方式向老年人吸收资金，有非
法集资的风险。若该公司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
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老人的
资金，则可能涉嫌诈骗。

预付购买养老服务，涉及
数额较大，未来容易产生纠
纷。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机构
时，一定要选择经民政部门设
立许可、备案和市场监管等部
门依法登记的养老机构，不要
选择无资质的养老机构。一般
而言，养老机构所有收费必须
张榜公示；养老机构床位费、护
理费原则上按月度收取，一次
性收取费用期限最高不得超过
一年；伙食费、代办服务费根据
服务对象的实际消费情况，据
实结算。（整理/曹虹）

7月以来，新基金大卖，爆
款不断。而此时的A股，在结
束单边上涨之后，已出现两次
大幅下挫。新基金被摆在一
个十字路口，基金经理面临着
该不该建仓、如何建仓的困
境。而对投资者而言，挑选新
发行的基金，还是存在不少难
题等着去攻克。

首先，新发行的基金，没
有历史业绩可供参考，没有持
仓信息帮助你判断基金投资
风格，此时基金经理的投资能
力就变得异常重要，投资者需
要仔细考量该基金经理过往
在同类产品上的投资收益如
何，以及他的投资风格是否符

合自己的价值观。其次，不能
仅根据基金名称就进行盲目
认购，在投资基金之前投资者
需要搞明白，这些基金最终投
向了哪些行业和标的，这将决
定未来你投资收益的上限。
不同的产品，投资的侧重点也
是不一样的。如选蓝筹股的
股票型基金和专门做成长股
的股票型基金，有一些行业目
前明显高估，如果盲目追风，
往往会使自己陷入被动。最
后，在知道新基金的投资方向
之后，还要知道他怎么投资、
什么时候投资，这个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基金策略，一般这些
在基金的招募书里面会有提

到，而且比较详细。
今年，新发爆款基金一开

放申赎后就遭遇大量赎回的
现象显著增多。借基入市，让
专业的基金经理来帮自己操
盘，这原本是一个不错的参与
资本市场的方法，但也有不少
人把基金当成一种短线操作
的工具，像炒股一样频繁炒基
金。虽然做波段也是一种投
资方法，但过于频繁的操作不
太适合用在基金投资上。建
议有赎旧买新行为的投资者
树立中长期投资观念，在充分
了解自身收益目标和风险偏
好后，理性选择优秀基金，避
免追涨杀跌。（整理/曹虹）

7月27日，央行官网发布
公告称，定于8月3日发行紫
禁城建成 600 年金银纪念币
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 7
枚，其中金质纪念币 2 枚，银
质纪念币5枚，均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货币。

该套纪念币正面图案均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
国名、年号；背面图案共7幅，
均刊面额及“紫禁城建成600
年”字样。其中，1 公斤圆形
金质纪念币（如图）为精制币，
含纯金 1 公斤，面额 10000

元，最大
发 行 量
100 枚；3
克圆形金
质纪念币
为 精 制
币，含纯
金 3 克 ，

面 额 50 元 ，最 大 发 行 量
60000 枚；2 公斤圆形银质纪
念币为精制币，含纯银 2 公
斤，面额 600 元，最大发行量
3000枚。投资者在线上通过
中国金币网上商城购买，也可
以在当地的实体
店购买（扫描二
维码可查看详细
购买方式）。

除了即将发行的紫禁城
建成600年金银纪念币中的
面额 10000 元的金币，此前
发行的 2020 版熊猫金银纪
念币中也有一枚面额 10000
元的金币。中国熊猫金币由
中国人民银行自 1982 年开
始系列发行，是世界五大投
资金币之一，是当代中国贵
金属纪念币的品牌和明星产
品。（摘编自《北京日报》《惠
州日报》）

长期关注市场的投资者，最近会惊喜地发现——黄金和
白银双双开启了“疯涨模式”。27日，国际现货黄金价格一度突
破每盎司1944美元，刷新了2011年创下的历史高价纪录——
每盎司 1920.24美元。白银涨势更猛，上周涨幅高达
17.78%。随着黄金的暴涨，交易量增加，黄金理财产品的发
行也受到热捧。（摘编自《贵阳日报》《北京商报》《都市快报》）

黄金白银疯狂
追涨需谨慎

勿入预付养老服务之“坑”

选新基金不能仅看名字

面额1万元纪念币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