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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记者查看主流银行的
官网时发现，多数银行的存贷款
利率表已经更新。

相较工、农、中、建、交等几家
大行，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存款利
率上浮幅度要大得多。降息后不
久，浙商银行、恒丰银行、南京银
行、江苏银行，便率先将所有期限
存款利率在央行基准利率的基础
上，上浮30%，其中，浙商银行的

5年期存款利率更高达5.4%。而
去年11月央行降息后，这几家银
行也将各档存款利率，一举上浮
至当时的1.2倍上限。目前上海
市场的20余家银行中，只有上
海农商行、渤海银行、温州银行
等少数几家银行尚未更新利率。

记者注意到，降息前，各期
限定存利率上限（基准利率×
1.2）分别为活期0.42%，三个月

2.82%，半年3.06%，一年3.3%，
二年4.02%，三年4.8%。在此次
降息后，若各档次利率上浮1.3
倍至顶，则有一些期限的存款利
率较降息前上浮。此次调整后，
活期利率上限为0.455%，两年
期、三年期利率分别为4.03%、
4.875%，均不同程度上浮，而1
年期利率也仅比降息前下降
0.05个百分点。

降息后四大行利率首次“各走各路”
部分银行存款利率不降反升，未来存款货比三家或成常态

核心提示 1日，央行降息后的首日，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中小银行宣布利率“一浮到顶”上
浮至1.3倍，而以往在利率方面步调一致的四大国有银行则首次在降息后“各走各路”，以一年
期定存为例，工行、中行以及农行为2.75%，仅上浮至1.1倍，而建行一年期限定存利率则明显
高于其他三家，为2.9%，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5倍。

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存款利率上浮空间的进一步放开，将定价权更多地交还给银行，未
来居民存款货比三家将成为常态。申万分析师李慧勇则直言，随着存款利率上浮空间进一步
放开，“离存款利率放开仅一步之遥”。

“俗话说，不过十五都是
年”，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中心
主任郭田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央行选择在正月初十启动
降息，一方面显示其动作麻利果
敢，“另一方面也显示，确实意识
到了降息的迫切性”。

而包括海通证券、申万宏源
证券提供的数份研究报告显示，

包括出口、投资在近期仍然走
弱，而一月份低迷的CPI 数据已
成为降息必要性的有力佐证，预
计2月CPI仍将处于“1”时代。
郭田勇表示，低迷的CPI数据让
各方对通缩的担忧正逐渐加大。

虽然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利率调整的重点仍是保持实际
利率水平适应经济增长、物价、

就业等基本面变动趋势，并不代
表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发生变
化。不过，业内人士则普遍预测
年内仍然存在降息和降准的可
能性。郭田勇预计年内仍然存
在降准和降息的空间，“降准的
空间相对更大”。李慧勇则预测
年内仍然有5次降准和2次降息
的可能。

股份制银行存款利率上浮幅度大

预计年内仍有降息机会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高级理
财经理李立说，激进投资者建议
配置股票型基金，从去年底降息
后股市的反应来看，金融机构推
出的偏股型基金产品从中期到
短期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对于
稳健型投资者，建议配置一些保
本型的理财产品。

考虑到在降息周期内，可选
择期限为1年期的产品提前锁

定收益，市场上这类产品的预期
年化收益率在5.0%左右，购买
一般需要5万元起点；资金量
大的客户可以尽量选择两年期
的信托产品，收益在 7.5%－
8.0%之间，半年付息一次。

对于关注银行理财产品的
投资者而言，银率网分析师殷燕
敏认为，2015年货币政策保持
相对宽松，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走势仍将是下行的趋势，投资者
尽量选择中长期的高收益产
品。2015年，投资者还可以关
注银行发售的净值型开放式产
品以及结构性理财产品。此外，
银率网分析师认为，有投资经验
或具备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
资者，2015年应增加权益类资
产的配置提高资产收益。Y

综合新华社 羊城晚报

降息后如何理财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86014元，
中奖总金额为240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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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16350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341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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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2919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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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3778548元
和85283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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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45197189 元,1075234387.1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据昨日苏宁发布的“2015
空调行业白皮书”（下称白皮
书）称：暖冬、高库存、原料降
价，是空调业“约架”3月的三
大主因。

“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
空调行业库存总量超4000万
台，已出现‘堰塞湖’效应。”白
皮书称，各工厂和部分渠道受
制于高库存的压力，将拉低空
调价格以期清理库存。

河南市场的反馈无异。有
家电经销商称，受制于上年空
调消费走势疲软或竞争需求，
来自厂家转嫁的备货压力在持
续加码。“厂家现在就让为8月
订货打款了，仓库却已堆满。”

即便是那些低库存的品
牌，其经销商对今年的整体市
场依旧担忧。“河南空调消费市
场爆发式增长是在2004年后，
较一线城市滞后了2年。这意
味着，很多家庭不会为正常工
作的空调换新机。”

此外，自 2014 年中旬以
来，空调原材料成本不断走
低。其中，油价在2014年下降
约20%、铜价下降约20%、钢
价下降约 15%，目前均至谷
底。综合前述影响，苏宁白皮
书预计，2015年空调市场消费
价格将保持低位运行状态，行
业洗牌、清理门户将是主题曲。

空调业史上
最大规模“约架”来了
□记者 杨霄 文 李康 摄影

国内空调业史上最大规模的“约架”将在本月开打。昨日，苏
宁发布“2015空调行业白皮书”，预测本年度空调价格即将全线
触底。而国美电器河南公司则透露，不少品牌目前已展开长达一
个月的降价促销，至本月中旬市场将进入全品牌、全品类产品价
格混战模式，击穿行业维系多年的价格底线已是大概率事件。

“这不是我们一家为某几
款产品做特卖，这是全国空调
业全品牌、全系产品价格战。”
昨日，某空调品牌河南区负责
人为“3月活动”做出的概括。

“紧张”情绪已由表情与口吻清
晰传递。

据了解，海尔、海信、奥克
斯等品牌，昨日已率先调整产
品价格。其中，部分1P定频机
降至约1500元/台，部分1P变
频机更是首次跌破2000元关
口。此外，部分合资品牌亦同
步搅入，如惠而浦3级1.5P变
频机降至2399元/台，降幅达
25%。

国美河南公司空调事业部
负责人保华伟并不认为1P机

1500 元/台已降至最低。其
称，已拿到一批1299元/台1P
机竞争资源，会按该品牌要求
在特定时段一次投放。

据了解，由于占河南市场
半壁江山的格力掌控着市场定
价权，首批跳水搅动市场的品
牌在等待格力发布最新的价格
底线之前，也试图探知对手价
格底线。

有消息称，当前，格力正要
求经销商加快回款，为3月促
销做最后的战前准备。

“格力正四处‘吹风’，它要
打一场市场‘歼灭战’。”前述某
空调品牌河南区负责人认为，
3月中旬，待格力出招之后，各
品牌厂家会倾全力一搏。

价格全线下降，1P机跌至1500元/台

“暖冬+库存+原料降价”成降价主因

“这条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
是蓝黑色？”最近，一条裙子的颜
色在网上成为人们争论的焦
点。而就在这条“白金蓝黑裙”
出现在国内社交媒体上不到24
小时，60余家淘宝店已经开售
同款，售价从数十元到上千元不
等，有店铺已成交15笔。

日前，一个名为@swiked
的美国女孩，上传了一张横条纹
连衣裙的照片到美国知名社交
网站Tumblr。随后这张照片迅
速地火了起来，关于照片上裙子

到底是白金相间还是蓝黑相间
的争论不断，演变成一场“到底
谁瞎”的全球互联网大战。最
终，有网友找到了这条裙子的出
处：一家伦敦时装品牌Roman
Originals推出的裙子，设计师
米歇尔·巴图斯科特亲口证实，
这条裙子是蓝黑色的。记者登
录 Roman Originals 官网看
到，这条裙子被挂在首页，目前
只有蓝黑、白黑、粉黑和红黑四
款，售价为50英镑（约合人民币
480元）。

昨天，记者在淘宝网搜索
“白金蓝黑裙”，共出现了70余
个结果。除了一些标价过万、只
为吸引眼球的店铺外，淘宝上已
经开始经营这条裙子的网店有
60余家，其中价格最低的为99
元，最高的超过千元。

有的店家贴出该品牌英国
官网上的数据和图片，并称将从
英国代购，有的则表示会根据该
裙子赶制一批仿版。一位买家
表示购买这条裙子主要就是为
了好玩。Y 法制晚报

白金蓝黑裙同款“炒上”淘宝
价格从99元到上千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