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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收益下行 大额存单成“香饽饽”

■记者 徐燕红

尽管最近股市十分热闹，稳健投资者
还是坚定地将目光锁定在大额存单等产
品上。近日，记者咨询了萧山多家银行，
发现部分大额存单产品很受客户青睐，有
的甚至出现了发行后马上售罄的现象。

而另一方面，银行理财收益依然在
缓慢下行。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最新
发布数据显示，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3.77%。

银行理财收益率仍在缓慢下跌

“现在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隔段时
间就降一点，年初时预期年化收益4%的

理财还能找到，现在基本上收益都在‘3’
字头了。”经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李女
士表示，现在只有购买期限较长的理财
及时锁定收益。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最新发布数
据显示，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为 3.77%，结构性存款产品平均预期最
高收益率 3.63%。整体来看，银行理财
收益率仍在缓慢下跌。

而从萧山多家银行发布的最新理财
产品来看，目前4%以上的产品基本出现
在新客理财、高净值客户理财或者净值
型理财产品等，甚至部分银行新客理财
预期年化收益也破“4”。

展望后市，有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率接下来大概率会继续走低。

部分大额存单产品抢手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路走低，也
抬高了大额存单的投资价值。据了解，
目前20万元起投，3年期的大额存单年
利率基本在3.85%到4%左右。

“最近希望抢购大额存单的客户很
多，3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每次发行，额
度马上被抢光。”萧山一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理财经理表示。据了解，该行本周刚刚
调整了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上周该款产
品年利率为4%，而本周年利率为3.95%。

“没想到，现在买大额存单还要拼
手速，以前只有利率较高的理财产品才
需要。”昨日，李女士在一家股份制银行

购买大额存单，但没抢到。“我们每周三
8点半发行，30万元起的大额存单 3年
期年利率目前是4%，近来也需靠抢购，
有时候还不一定能抢得上，上线分分钟
就被秒光。”该行理财经理表示。

萧山一家国有银行的理财经理表示：
“我们行大额存单，2年期的额度还有。
但3年期的大额存单，额度很紧张，基本
靠抢购。”据了解，该行的3年期大额存
单，20万元起投，年利率为3.85%。

记者咨询多家银行发现，目前市面
上很难找到年利率在 4%以上的 3年期
大额存单产品。今年 6月份，四大国有
银行纷纷下调了 3 年期、5 年期大额存
单发行利率，由原来的存款基准利率
1.5 倍调整至 1.45 倍。随着国有银行下

调发行利率，商业银行的各期存款利率
也有所下行。

虽然大额存单利率下行，但由于今
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跌跌不
休”，使得利率相对来说还算可以的大
额存单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李女士就
表示：“比起银行理财产品更愿意选择3
年期的大额存单，虽然流动性差点，但
胜在收益和一般银行理财收益相当，还
安全，买得放心。”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大额存单相
较银行其他理财产品更加稳健安全，3年
期的收益与大部分理财产品收益差不
多。因此不难理解，原来喜欢买稳健高
收益理财产品的客户，现在都转向去买
大额存单了。

有萧山投资者表示现在买大额存单，拼财力也要拼手速

刷农行信用卡 8月天天有特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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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邮储银行信用卡 享滴滴出行立减
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9月30

日，邮储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同一客户）可
享首绑、免密支付、支付日活动各一次立
减活动。

1.绑卡领券：持卡人首次通过滴滴支
付绑定邮储银行信用卡可领5元立减券。

2.悦享家庭日领券：周六“悦享家庭
日”可领10元立减券。

3.免密支付券：首次开通邮储银行信
用卡免密支付用户可领5元立减券。

每日领取名额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参与方式：滴滴出行App中点击左

上角个人中心进入侧边栏——点击侧边
栏下方“滴滴闪付”。 点击专享福利“立即
领取”页面领取“邮储信用卡专属立减

券”；在滴滴支付上绑定邮储银行信用卡，
或开通免密支付。每日领取名额先到先
得，领完即止。

活动规则详询：0571-82810676。

大牌商户特惠代金券天天购：
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绿茶、新
石器烤肉、望湘园、汉堡王、盒马鲜
生、奈雪的茶、满记甜品、百果园、
屈臣氏、美团外卖、每日优鲜、滴滴
快车等超多品牌商户代金券等你
购。

夏日网购优惠清爽来袭

微信支付，首次绑卡当天任意

消费赠2000积分。
京东支付，首次绑卡消费满

8.01元立减8元。
苏宁易购，苏宁支付最高满减

150元。
大众点评、美团，美团支付首

次绑卡消费享2-8元随机立减。

更多优惠欢迎关注“农业银行
信用卡”微信小程序

新客理财产品推荐

联系电话：82739513；更多理财信息详询各支
行网点。
扫一扫萧山农商银行公众号二维码，了解更多银
行动态。
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

品说明书为准。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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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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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元
起

工行信用卡第三方绑卡支付 优惠多多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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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

支付宝首绑礼

喜茶

真功夫

云海肴

星巴克

12306购票

充值抢红包

缴费抢红包

加油抢红包

活动卡种

工银
信用卡

支付方式

支付宝
支付

优惠内容
工银信用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首次绑定工银信用卡，立即获得10元支付红包，名额
有限，先到先得。

客户在喜茶全国门店（特殊门店除外）线下消费或“喜茶GO”支付宝小程序消费，
使用支付宝支付绑定工银信用卡快捷支付可享满50元立减15元优惠，同一用户
每个自然月可享4次，且每天可享受1次，每个活动日限额10000名。

客户在真功夫全国门店线下门店消费，使用支付宝支付绑定工行卡付款可享1-
99元随机立减优惠，同一用户每天可享受1次，每个活动日限额8000名。

客户在云海肴全国门店线下门店消费，使用支付宝支付绑定工行卡付款可享满
200元立减20元优惠，同一用户每个自然月可享4次，且每天可享受1次，每个活
动日限额2000名。

使用星巴克App下单“专星送”或“啡快”（星巴克App内线上下单，线下配送/自
提服务），通过支付宝绑定工商银行卡（含储蓄卡、信用卡）支付，可享受满70元立
减15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一客户每个活动日可享受1次优惠。

用户在12306App或支付宝App“火车票机票”频道等渠道购买火车票或候补，选
择“支付宝支付”付款，通过支付宝绑定的工行借记卡或者信用卡支付享受1至
199元随机立减。

1.支付宝绑定工行卡的客户，即有资格领取1.08元～88元不等的话费红包，红包
每日数量有限，每天7点开抢，先到先得；2.领取、使用方式：打开支付宝App-直
接搜索“工行送红包”-找到“充值小能手”红包-领取成功-进入充值中心频道立
即缴费-使用工商银行卡支付-收银台自动抵扣。同一用户每月可领取一次。
有效期：自领取后3天。红包限单笔充值金额满10元及以上可以使用。

1.支付宝绑定工行卡的客户，即有资格领取2 2 元 ～ 88 元不等的缴费红包，红
包每日数量有限，7点准时开抢，先到先得；2.领取、使用方式：打开支付宝App-
直接搜索“工行送红包”-找到“ 缴费小能手”红包-领取成功-进入生活缴费频道
立即缴费-使用工商银行卡支付-收银台自动抵扣。同一用户每月可领取一
次。有效期：自领取后7天。缴费红包仅限支付宝内使用工商银行借记卡或信用
卡缴纳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宽带、固话、暖气使用。

1.支付宝绑定工行卡的客户，即有资格领取满 200 元减 20 元加油红包，红包每
日数量有限，7点准时开抢，先到先得；2.领取、使用方式：打开支付宝App-直接
搜索“工行送红包”-找到“ 加油小能手”红包-领取成功。该红包可在下列场景
使用：（1）“支付宝加油”小程序内油卡充值；（2）中石油直营油站扫码支付（支持
全国范围）；（3）中石化直营油站扫码支付（支持江苏、广东、河南、安徽、福建、北
京、四川、海南、吉林、宁夏、山西、浙江）。同一用户每月可领取一次。

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
（每天）

即日起至2020年8月30日
（每周五、六、日）

即日起至2020年9月2日
（每周一至周五）

即日起至2020年9月1日
（每周二、四、六）

2020年7月20日至2020年
12月28日，每周一

2020年7月21日至2020年
9月19日，每天6:00-23:30

即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
（每天）

即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
（每天）

即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
（每天）

创业板注册制新股打新的大幕全面
拉开。8月4日，创业板注册制下首批2只
新股锋尚文化、美畅股份开启申购，数据
显示，本周共计有6只创业板新股发起申
购。记者注意到，持续上涨的创业板指在
8月4日迎来一波调整，单日下跌1.26%，
收盘报2832.84点。

中签率或将提高2倍左右

新股上市后前五日不设涨跌幅、个股
涨跌幅由10%升至20%……在创业板注
册制度下，交易规则同步发生变更。有分
析表示，预计改革后创业板A类账户中签
率将较改革前提高2倍左右，收益率或将
提高，但在市场化定价方式下，以往的打
新“稳赚不赔”的局面终将一去不返。

从发售方式来看，创业板注册制下首
批两家公司均采取了网上、网下相结合的
发售方式，基本网上、网下发售比均为二
八开。从网下打新活跃度来看，机构投资
者对创业板注册制首次亮相的两只新股
的热情度不低。锋尚文化本次共发行
1802万股募集24.9亿资金，网下整体拟申
购倍数为1373.58倍；美畅股份发行4001

万股共募集17.5亿元，整体申购倍数为
1452.19倍。

相比核准制，创业板注册制IPO市盈
率均突破23倍上限，此次两只新股市盈率
如何？记者注意到，两股于8月3日晚均
发布了风险提示公告，并公布了公司市盈
率数据。其中锋尚文化市盈率低于行业
平均但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为
41.20倍，低于所属“文化艺术类”行业近
一个月的平均市盈率64.77倍；但又高于
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静态市盈率31.40
倍。美畅股份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但低
于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为46.09倍，高于
所属“非金属矿物制品类”行业近一个月
平均市盈率17.86倍，但又低于可比上市
公司平均静态市盈率62.30倍。

开源证券分析师称，注册制后创业
板发行上市规则与科创板相近，有资格
参与网下询价的账户数将较注册制前显
著减少且网下配售比例将大幅提高。但
同时预计创业板改革后新股网下申购上
限将提高近3倍且向网上回拨比例高于
科创板。

前5交易日不设涨跌幅

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是，创业板注册制
后，其在交易规则等多项制度方面与以往
存在差异。其中，为提高市场活跃度，将
创业板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由10%提高
至20%；在创业板新股上市前5交易日不
设涨跌幅限制，并设置价格稳定机制；引
入盘后定价交易方式，允许投资者在竞价
交易收盘后，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丰富
市场流动性管理手段，满足投资者交易需
求；创业板注册制下发行上市股票自首个
交易日起可作为两融标的，推出转融通市
场化约定申报方式，允许战略投资者出借
获配股份。

对于投资者而言，已开通创业板权
限的投资者，需要重新签署《创业板投资
风险揭示书》，否则将无法参与注册制下
创业板股票的发行申购和交易。新申请
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个人投资者，需
满足两个条件，即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
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应
不低于人民币10万元（不含通过融资融
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参与证券交易
24个月以上。

据《广州日报》

打新“稳赚不赔”将一去不返
创业板注册制首批打新开启 创业板指迎来调整

近期，主动权益基金发行不改
火爆本色。仅8月3日一天，广发、
中欧、景顺长城等公司都诞生了百
亿级爆款基金，后续还有多款新基
金进入发行期。爆款基金的入市，
也将给市场带来更多增量资金。
不过，专家提醒，买爆款基金也要
慎重，不可“无脑抢着买入”。

炒股不如买基金的理念已经
越来越深入人心，火爆的市场行情
下，新基金发行加速，基民认购热
情也非常高。记者注意到，不少银
行客户经理、券商等渠道方通过朋
友圈、微信等与客户沟通最新的基
金发行情况，而前来问询的基民也
非常多。

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
底，今年以来新成立的基金有819
只，合计募集规模达到16037.76亿
元。其中，新发基金比较火爆的是
7月份，新成立基金数量为141只，
募集规模为5389.40亿元。权益类
基金受到市场追捧，总规模占到基
金总规模的65%。

一般而言，基金建仓需要1-3
个月的时间。不过，近期市场行情
不错，新基金也在加速建仓。记者
注意到，6月24日成立的混合型基
金鸿德睿享一年持有成立以来涨
幅超4%，6月29日成立的股票型

基金申万菱信创业板量化精选股
票，成立以来涨幅超5%。这也意
味着，这些基金在成立后已开始快
速建仓并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当前，A股市场震荡之时，不
少基金也在加仓。好买基金研究
中心数据显示，7月27至7月31日
一周偏股型基金整体小幅加仓
0.33%，当前仓位69.25%。

今年新成立的基金大多为正
收益，仅有的少数亏损基金以债券
基金为主。记者梳理发现，一些表
现较好的新基金今年以来涨幅超
过40%。比如，截至8月3日，明星
基金经理刘格菘管理的广发科技
先锋混合最新净值为1.4855，成立
以来上涨48.55%。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尽管爆
款基金收益不错，但不建议无脑抢
着买“爆款新基金”，“如果实在看
好这个基金经理，买他的老的产品
不香吗？”在业内人士看来，新基金
建仓需要时间，而那段时间可能是
市场表现非常好的一段时间，你只
能眼睁睁地错过。其次，新发基金
的购买费用没有折扣或者打折力
度不大，从购买成本上看，不如购
买老基金优惠；此外，有的爆款基
金规模比较大，更加考验基金经理
的运作能力。 据《每日商报》

百亿级爆款基金频现
你跟着“抢”了吗

年内新基金募集规模超1.6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