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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指数增强型
ETF来了

ETF（交易所交易基
金）赛道又诞生一创新型
品种。日前，首批 5 只国
内增强型ETF获得证监会
的批文，分别是景顺长城
中证 500 指数增强 ETF、
招商沪深 300 增强策略
ETF、国泰沪深 300 增强
ETF、华泰柏瑞中证500指
数增强策略 ETF、南方中
证 500 增强策略 ETF。其
中，仅有景顺长城中证
500 指数增强 ETF 为深交
所上市品种，其余 4 只均
在上交所上市。

11 月 22 日，国泰、招
商、景顺长城、华泰柏瑞旗
下的 4 只增强型 ETF 率先
启动发行。有观点称，增
强型ETF相较传统的指数
增强基金而言，有稳定且
持续的增强能力，以及较
高胜率。但也有业内人士
提醒，在投资相关产品时，
投资者更需要注重风险偏
好与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摘编自《信息时报》）

多期限大额存单利率下行

目前，股份行三年期大额
存单利率一般能达到 3.55%
左右，国有大行同类产品利率
在3.05%—3.35%。

某股份行理财经理表示，
20万元起售、三年期大额存单
利率已经连续下调四次，从去
年年底的4.125%降至目前的
3.55%。利率调降的同时，多
家银行大额存单的额度也相
对充裕。“现在大额存单额度
相对较多，像新增资金的客
户，只需通过审批，加入白名
单后就有大额存单购买资
格。”该理财经理说。

尽管多数银行仍在发行
大额存单产品，但已不再是
各家银行主推的产品。相比
之下，年化利率可达 4%以上
的保险、基金等产品更受消

费者的青睐。
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的大背景下，整个金融体系
的利率均呈现下行趋势。近
两年来，监管部门已通过多种
举措整治银行高息揽储行为，
多位专家预计银行负债端成
本将继续下降。

多家银行开启大额存单转让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银
行开启转让服务，但并不是所
有的大额存单都可转让。“买
方提前变现，获得比提前支取
更高的收益。卖方获得让利，
存期更多，收益更高。”某行理
财经理介绍。

近日，农行加入大额存单
转让的大军。“第一步，登录农
行掌银进入首页点击‘存款’；
第二步，选择‘大额存单’；第三
步，购买‘可转让’的大额存单

产品；第四步，转让时，点击‘持
有产品’；第五步，选择要转让
的可转让大额存单产品，点击
底部‘我要转让’，这样就转让
挂单成功了。您可在转让产
品区及‘我的挂单转让’中看
到这款产品了。”工作人员介
绍，只需几步，便可转让成功。

有理财经理建议，投资者
在大额存单存续期间不要转
让，除非有急着使用资金的需
求。因为过去的大额存单产
品收益相对较好，目前在利率
水平持续相对低位的状态下，
市场也要警惕大额存单频繁
转让、投机性买卖的可能性。

建议多元化配置资产

在储蓄存款利率下跌的
大趋势下，多名银行理财经理
建议客户多元化配置资产，可
以按照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分
别配置抗风险的储蓄存款、中
低风险的理财类产品以及收
益较高的权益类产品等，保证
收益和稳定性同在。

“对于追求本金保障的保
守型投资者来说，大额存单是

比较适合的投资品种，不过短
期产品利率偏低，长期品种流
动性较差，如果短期内没有使
用资金的打算，可以考虑购买
长期大额存单。”融 360 大数
据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提醒，
如今保本型理财产品已经退
出，能保本的产品只剩下银行
存款类产品，包括普通定存、
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结
构性存款相对来说利率更高
一些，但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
的理财水平，能看懂产品的收
益规则。

普益标准研究员李启明
建议，还可以关注银行的中低
风险理财产品，即风险等级为
一级及二级的产品。“此类产
品多以固收产品为基础，固收
代表的是风险低、收益相对稳
定的资产，用于获取基础收
益，这部分资产通常占整个投
资组合的绝大部分，如债券类
资产。”李启明表示，银行长期
深耕固收市场，在低风险理财
及固收领域存在传统优势，包
括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以及
低风险资产配置能力等。

银行大额存单热度降温
进入四季度，各银行也进入了揽储之战。大额存单尤

其是3年期产品，此前一直备受投资者青睐。但随着大额
存单利率的不断下滑，投资者对大额存单的认购热情正在
消退。（摘编自《张家港日报》《广州日报》）

字画、古玩、钱币、邮票等
收藏品因具有升值空间和艺
术价值而广受投资者追捧，有
关收藏品的刑事犯罪随之而
生。近日，北京三中院在召开
的涉收藏品刑事案件审理情
况新闻通报会上透露，该类案
件多以中老年人为目标对象，
公司化运作成犯罪常态。

北京三中院副院长辛尚
民介绍，2017年至2020年三
中院及辖区法院共审结涉收藏
品一审刑事案件66件。为取得
被害人信任，被告人故意租赁
知名商圈的办公场所，以公司
名义开展宣传推销、合同签订、
钱款收取等活动。部分公司还
在求职网站公开招聘业务员，
公司内部统一进行话术培训。

根据北京三中院调研，收
藏品骗局主要分四种套路：

“以低换高”，即将廉价工艺品
包装后换购被害人手中的高
价收藏品；“高价回购”，即虚

假承诺高价回收藏品，骗取被
害人的购买款；“定期返利”，
即以投资藏品、销售分成等名
义，宣传保本高额返息，骗取被
害人的投资款；“代为拍卖”，即
以召开拍卖会、展销会等名义
骗取鉴定费、展览费、拍卖预收
费（即标底费）、入场保证金、
洽谈费等费用，实际不召开或
召开虚假拍卖会，造成流拍。

北京三中院调研发现，被
告人有意识地选择老年人为
目标对象，约八成案件被害人
群体为 55 岁以上中老年人，
超半数案件被害人涉及70岁
以上老年人。有些公司所谓
的“鉴宝专家”并无鉴定资质，
所谓的“拍卖会”均是由安排
好的“会托”举牌，举牌的最终
价格不会达到藏品保留价，以
保证藏品流拍。虚构的大师
身份、伪造的拍卖盛景、环环
相扣的话术，都让被害人越陷
越深。（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收藏品骗局
套路曝光

11 月 19 日上午，包括易
方达、广发、华夏、汇添富、大
成等在内的首批 8 只北交所
主题基金，认购金额均超过5
亿元，或将启动按比例配售。
具体的配售比例要等到结束
募集后，以公告的形式确认。

业内人士分析，北交所上
市公司“更早、更小、更新”的
特征突出，从这些企业中挖掘
出能解决不同领域“卡脖子”
问题的企业，挖掘出推动经济
高质量快速发展的“黑马”，相
对于科创板而言，更有难度。
这对首批 8 只北交所主题基
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
有人提示，虽然未来其中的部
分公司可能会贡献远超大盘
平均水平的超额回报，但不少
北交所精选层个股在北交所
开市之前已取得较大累计涨
幅，这意味着这些上市公司的
短期估值偏高，未来存在一定
估值回归的需求。

临近年末，不少基金经理
对持仓进行调整。多位业内
人士表示，展望2022年，新能
源、半导体和创新药仍是基金
经理共同关注的赛道，低估值
价值股和中小市值股票是部
分基金经理聚焦主线。

投资者年末买基需要注
意什么？业内人士提醒，年底
买基金，可以提前上车，毕竟各
行各业都讲究开门红。要注意
四点。1.不要看短期收益不好
就赎回：经历过山车行情，基
本上是每个长期主义投资者
的必修课；2.不要持有太多的
基金产品：应尽量避免买入主
题、风格、投向相似的同质化
基金；3.不要看净值高就不敢
买：基金收益的上涨空间，取
决于基金经理的实力，不是净
值高低；4.不要亏损了就停止
定投：定投赚钱的关键在于顶
住了所谓“亏损”的压力。（摘编
自《都市快报》《每日商报》）

首批8只北交所主题基金
半日售罄

线上保险产品
面临洗牌

“我买的保险理财产品
不再自动续保了。”最近，孔
女士发现她在支付宝购买
的一款净值型保险理财产
品发布了关闭续保功能公
告。公告称，在当前周期内
到期后自动全额赎回，不再
转入下一个投资周期。这
和此前银保监会发布的互
联网保险新规有关。

新规中，对可销售的
互联网保险产品的类型、
公司资质等都做了明确规
定。业内人士称，此举是
监管层从消费者角度进行
的一次行业大规范，新规
有利于减少网络夸大宣传
和不透明的保费运作带来
的负面效应。在新规的推
动下，互联网保险市场也
进入洗牌阶段。目前，信
泰人寿、鼎诚人寿、瑞华健
康、横琴人寿、华贵人寿等
保险公司陆续宣告将下架
多款网销产品，包含增额
终身寿、重疾险、护理险等
多类型产品。（摘编自《台
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