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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率下调，
“钱袋子”
往哪儿放
银行再度下调个人存款利率
9 月 15 日起，多家
国有大行、部分股份制
银行调整个人存款利
率，其中，3 年期定期存
款和大额存单利率普遍
下调 15 个基点。随着
“低利率”时代的到来，
对投资者而言，该如何
打理“钱袋子”？除存款
产品外，还可关注哪些
理财产品？
（摘编自《楚
天都市报》
《每日商报》
《温州商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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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产品，三年期，1 万元起，年
利率为 3.35%，跟同期限的大
额存单利率相同。
此外，一些带有理财功能
的保险产品开始成为银行理财
经理的重点推荐。目前各家银
行理财经理推荐最多的是一款
名叫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险产
品。增额终身寿险每年都有固
多数银行宣布下调存款 定的回报率，
保额复利增长，
并
利息，但银行人士认为其实影 且回报率不受市场波动和经济
响有限。一股份制银行人士 环境变化影响。如果需要用
说，影响较大的可能是大额存 钱，
也可以随时领取。
单的利率同步下调。这两三
随着存款利率的下调，不
年，三年期的大额存单利率从 少保险从业人员纷纷借机宣传
4%以上降到 3%左右，降了 1 带有理财功能的保险产品，建
个百分点。以 50 万元三年期 议投资者改变理财观念，
适时购
的 大 额 存 单 为 例 ，若 利 率 为 买保险来替代储蓄，
尤其是期限
4%，三年期满，利息收入有 6 较长的保险产品，
在利率下行通
万元；若变成 3%，就少了 1.5 道中，
可以锁定长期收益。
万元的利息收益。不过，即便
选择与自身相符的理财方式
利率不断下降，大额存单反而
越来越受欢迎。
存款利率降了，对于希望
在大额存单成为稀缺品 通过存款产品打理闲置资金的
的背景下，
不少银行推出
“存款 投资者来说，
业内人士建议，
首
理财产品”来替代。如浦发银 先是在满足流动性需求的情况
行近期推出了一款安享赢的存 下，可以优先选择期限相对较

到降息的行列。不过，股份制
银行的降息步骤没有六大行那
9 月 15 日，工、农、中、建、
样“整齐划一”，原因在于不同
交、邮储这六大国有银行集体
的银行此前执行的挂牌利率有
发布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公 所不同，最终体现在调整的挂
告，从活期存款到 5 年期定期 牌利率上，依然整体上比国有
存款，所有期限的存款利率都 大行的要稍微高一些。
有一定程度的下调。
调整后，三个月期的利率 银行竞推存款理财产品
是 1.25%，
六个月期为 1.45%，
一 年 期 为 1.65% ，二 年 期 为
2.15%，三年期为 2.6%，五年
期为 2.65%，分别在前期利率
的基础上下调 5—15 个基点。
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 2.5%，
这表明目前一
年期定存的利率
已经远远低于物
价上涨幅度。
在六大行降
息 后 ，股 份 制 银
行也纷纷跟进。
已有招行、中信、
光 大 、浦 发 、民
生、华夏、广发、
平 安 等 近 10 家
股份制银行加入

警惕钱币高价回收的
“连环套”

近 日 ，有 收 藏 爱 好 者 表 表”。而一旦交完钱，往往多
示，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高 日都不见动静。更有甚者，在
价回收”纸币、硬币以及粮票 直播中不断植入游戏广告，诱
等，一些年份的硬币竟高达数 导观众下载手机游戏
“赚钱”
。
万元一枚。这是真是假？
“‘高价回收’分币、粮票
“看看你们家有没有这个 等，
可能是
‘挂羊头卖狗肉’
。他
五分的、两分的硬币，梅花五 实际上是销售所谓
‘价目表’
，
很
角、菊花一角的硬币。如果 少真正去回收。你要真有他指
有，可以看看我们要收的是哪 定的一些分币或粮票，
往往介绍
个年份、哪个版别的，我们上 你参加拍卖会，还得交钱，有
门收货。”一则短视频中，主播 点‘连环套’的意思。”中国政
正在介绍。从他出示的样板 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中可以看到，
1986 年 5 分硬币 任朱巍分析，一些主播打着
一枚 14000 元，
1961 年 2 分硬 “高价回收”噱头来销售价目
币一枚 13000 元，
一枚梅花五 表，实际是让消费者在产生
角硬币 12000 元……在短视 错误认知的基础上去购买商
频平台上，动辄宣称分币回收 品。而所推荐的游戏，基本
价为数万元的主播不少。
是用游戏作为载体来做广告
若真想给这些主播出售 发布，属于老套路了。
（摘编自
钱币，都需购买所谓的“价目 《北京日报》
）

百亿私募也
“追星”
截至 2022 年 7 月末，公
募基金规模已突破 27 万亿元
大关，刷新历史新高。今年上
半年，
在公募基金纷纷大手笔
自购的同时，
宁泉资产、
铂绅投
资、
永安国富等多家百亿私募
也纷纷出手购买公募，
众多私
募基金产品甚至出现在公募
基金的前十大持有人名单中。
私募基金在购买公募基
金时，
非常喜欢明星基金经理
的主动权益类产品。截至 6
月末，杨东（曾担任兴全基金
总经理）创办的宁泉资产共重
仓 9 只公募基金，包括沈楠管
理的交银瑞思三年、
洪流管理
的嘉实瑞熙三年和嘉实瑞虹
三年、
肖瑞瑾管理的博时科创
三年、
蔡滨管理的博时研究精
选、王博管理的南方科创三
年、
赵鹏飞管理的汇添富悦享
定开、
陈良栋管理的长城科创

黄金价格回落掀起消费热
每到节日，黄金消费都会迎来一
波小高峰，今年中秋假期的“黄金卖
场现扫金热”冲上了热搜。
“ 扫金热”
的出现主要受现货黄金价格持续回
落的影响。后期黄金价格是否会延
续回落态势？
即使中秋假期已过，前来黄金专
柜选购商品的消费者还是络绎不
绝。各品牌黄金饰品的价格大多在
480—499 元/克。同时，各家店铺都
有克重减价以及整件折扣价格吸引
消费者选购。一家黄金专卖店柜台
的销售人员表示，目前所有的优惠都
会延续到国庆期间。
销量增加的不只是首饰金，投资
金也迎来一波购买小高峰。该店员
表示，与首饰金相比，投资金降价幅
度更明显。大多数人认为，金价在经
历一段时间的下跌后会上涨，所以投

资金销量持续增长。黄金高级投资
分析师林大辉表示，美元走强、商品
市场弱势以及投资者仓位调整或是
此轮金价下滑的主要推手。
数据显示，目前，品牌黄金的报
价比 3 月时的高点下降了 30 元/克，
但比 7 月末的低点上涨了 20 元/克左
右。现在是不是抄底黄金的好时机
呢？林大辉分析，美联储的加息“镰
刀”还没有停止挥摆，国内对黄金消
费需求多聚集在国庆、春节，这对黄
金价格有所提振，预计本轮黄金价格
下跌有震荡筑底的可能。目前 9 月实
物黄金人民币料价 387 元/克，
相比年
初 460 元/克仍存在较高性价比，
可以
逐步配置一些仓位。不过，
投资者应
多关注市场动态，
做好投资收益预期、
仓位的管理，
减少交易次数、
降低交易
成本是重点。
（摘编自《国际商报》
）

两年等。另一家比较低调的
百亿私募铂绅投资，
则重仓了
朱少醒的代表作富国天惠，
位
居富国天惠第十大持有人。
恩宝资产管理的马云公
益基金会教育基金一号私募
基金，
位列乔迁的兴全商业模
式基金第二大持有人；
永安国
富持有李响的东方红睿华沪
港深、
同瑞汇金持有谢治宇的
兴全合润、
易则投资持有劳杰
男的汇添富创新未来……对
此，
嘉彰投资总经理赖海尊坦
言，
很多私募购买公募产品，
其
实是在购买公募基金的投研和
服务。业内人士指出，
私募购
买公募和 FOF 投资存在本质
区别，
FOF 的目的是通过组合
投资基金来获取收益，
但私募
投资公募产品，
目的是为了组
合配置，
投资者切不可盲目
“抄
作业”
。
（摘编自《证券时报》
）

长的产品锁定存款利率。其
次，目前不同银行存款利率差
异较大，
相对而言，
地方性银行
存款利率降幅不及全国性银
行。对此，可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来进行灵活配置。
而在降息周期下，银行的
理财产品收益也会进一步下
降。投资者到底该如何规划？
首先，可考虑购买储蓄国
债、大额存单。储蓄国债购买
门槛低，9 月份最新发行的储
蓄国债利率为三年期 3.05%，
五年期为 3.22%；大额存单的
购买门槛较高，需要 20 万元
起，
但利率也相对更高一些。
其次，可进行养老方面的
储 蓄 投 资 。 今 年 11 月 20 日
起，
工、
农、
中、
建四大行将在合
肥、广州、成都、西安和青岛等
地开设养老储蓄产品，特定养
老储蓄利率高于银行定期利
率。个人养老金可以享受税收
优惠，
目前，
多家银行已经上线
了个人养老金专区，如果你想
退休后多拿养老金，也可以采
用这个途径。

多家公募基金
叫停直销 App
国金基金日前发布声
明称，下线移动客户端“及
第理财 App”的运营及维
护服务，
这也是年内第 5 家
叫停 App 的公募。此前已
有中融基金旗下的中融基
金移动端 App、中海基金
旗下的中海基金 App、英
大基金旗下的英大财富宝
App、
方正富邦旗下的方正
富邦 App 停运。业内人士
指出，因 App 运营与维护
成本较高，且获客难度较
大，公司规模小、产品存量
不大的小基金往往会选择
“妥协”。相比之下，头部
公 募 对 直 销 App 更 为 重
视，投入也相对充裕。基
金投顾业务或许将助力公
募基金直销 App 的发展。
（摘编自《深圳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