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 11 日～17 日

责编 李金雨 美编 李庆琦

大河金秋理财节 A04

大河金秋理财节开启之际，理财新规落地引发银行理财市场诸多变化

低门槛理财产品省内落地
9 月 28 日，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这让银行理财市场迎来了一系列的变化。新规落地一周，记者
走访发现，省内部分银行率先落实新规，公募理财产品销售起点由 5 万元调整为 1 万元。不少市民认为理财门槛降低，对他们来说也是
一种福利，丰富了老百姓的理财需求。但业内人士也建议投资者改变理财观念，理性投资。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席韶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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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省内多家银行 1 万
元可买理财产品
理财新规落地后，各家银
行已经纷纷响应落实。记者
近日在郑州多家银行走访了
解到，建行、农行、招行、中行、
中原银行等银行的一些理财
产品门槛已经降到了 1 万元。
“我们行已经开始实施理
财新规了。”在中行一网点，理
财师汤经理介绍说，中行已经
调整部分公募理财产品，其中
银策略—稳富 12 个月产品，
从
9 月 29 日~10 月 15 日发售，
起
售金额 1 万元人民币，业绩比
较基准暂定 4.40%（年化）。
而建设银行，在其官网发
布了“乾元—惠享”开放式净
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调整的
公告，将该产品首次购买起点
金额由 5 万元调整为 1 万元人
民币；中原银行根据新规设计
了 6 款产品，
从本月 10 日陆续
发售；而招商银行此次调整销
售起点 1 万元人民币的公募理
财产品主要有：招行日日盈理
财计划、招行朝招金（多元积
极型）理财计划、招行朝招金
（多元稳健型）理财计划、招行
“金葵花”——招银进宝系列
之“朝招金”
（多元进取型）理
财计划、
招行日日鑫理财计划，
追加份额为 1 元递增。而交通
银行则在 10 月 8 日发布公告，
对部分面向个人客户销售的存
量及在售公募理财产品起售金
额调为 1 万元，此次首批调整
的理财产品达 23 款。
汤经理告诉记者，理财新
规落地会加速银行市场向真
净值、真资管方向转型，之后
将有更多的银行跟进下调理
财产品的投资门槛。这意味
着投资者的门槛将大幅降低，
银行理财产品会更丰富，也让
更多的投资者买到更多元的
理财产品。同时也实现了商
业银行服务投资者普惠金融
的重要理念。
“银行理财产品 1 万元起
购，终于可以买得起了。”网友
瞳瞳半开玩笑说，原来银行理

财产品基本上都是 5 万起投，
像她们这种工薪阶层“攀不
起”，只能在“宝宝”类里面打
转，这两天，她准备去银行了
解了解。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银行
理财门槛大幅度降低后，可以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入场，也有
利于募集能力增强。

新规：几大焦点都与你我
财富息息相关
理财新规的出台进一步
完善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
管体系，并推动银行理财业务
规范转型。据悉，此次新规有
几大焦点都与你我的财富息
息相关：
●5 万元起售点降至 1 万
元
新规设定单只理财产品
销售起点，将单只公募理财产
品销售起点由目前的 5 万元
降至 1 万元；单只私募理财产
品销售起点与“资管新规”保
持一致。
这让公募理财产品更加
亲民。将来会有更多的老百
姓可以购买公募理财产品，让
更多的投资者参与进来，也能
承受风险。
●银行不得宣传预期收
益率
根据新规，商业银行发行
理财产品，不得宣传理财产品
预期收益率，以后都是业绩比
较基准。并以醒目文字提醒
投资者“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
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
产品实际收益，
投资须谨慎”。
●个人首次购买需进行
面签，但不强制网点面签
新规延续现行监管要求，
个人首次购买理财产品时，应
在银行网点进行风险承受能
力评估和面签。
●私募理财设置 24 小时
投资“冷静期”
新规要求，对于私募理财

产品，银行应当在销售文件中
约定不少于 24 小时的投资冷
静期。冷静期内，如投资者改
变决定，银行应当遵从投资者
意愿，解除已签订的销售文
件，并及时退还投资者的全部
投资款项。
●规范销售渠道，实行专
区销售和双录
新规要求银行通过本行
或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
理财产品；通过营业场所向非
机构投资者销售理财产品的，
应实施专区销售，对每笔理财
产品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允许公募理财产品通
过公募基金投资股票
现行银行理财业务监管
制度允许私募理财产品直接
投资股票，但规定公募理财产
品只能投资货币型和债券型
基金。新规放开公募理财产
品不能投资与股票相关公募
基金的限制，允许公募理财产
品通过投资各类公募基金间
接进入股市。
●保本理财产品将退市，
短期理财产品将减少
今年 4 月的资管新规中
就已经对保本理财退市做出
明确要求，但同时也给了两年
的过渡期。而在此次的银行
理财新规中，再次强调了银行
在销售理财产品时，不得宣传
或承诺保本保收益。
另外，此次银行出台理财
新规，银行发行的封闭式理财
产品的期限不得低于 90 天。
这也就意味着，以后不会有投
资期限在 3 个月以下的封闭
式银行理财产品了。

投资：以固收类为主的中
长期是方向
“理财新规对于投资者来
说是比较大的利好，理财转型
也正式拉开了帷幕。”理财师
马涛表示，降低银行理财产品
门槛确实有必要，不仅可以吸
引更多的普通投资者，更让民

众更方便地购买到银行理财
产品。未来理财净值化是大
趋势，行业竞争也会更激烈，
也会更加市场化、差异化，整
个行业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
发展阶段。
马涛认为，随着降准，新
规，以后的理财市场收益会越
来越低。而一些中小投资者
承受风险能力普遍较差，对理
财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要求
高 ，理 财 观 短 期 内 会 较 难 转
变，因而银行在理财业务开展
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加强投资
者的教育和引导。
这次新规落地，对于个人
的理财影响，招商银行郑州分
行财富顾问孙培轩认为可以
总结为三条：打破刚性兑付，
回 归 资 管 本 质 ；抑 制 多 层 嵌
套，实行穿透式监管；禁止期
限错配，
防范流动性风险。
孙培轩分析道，理财新规
落地后，银行理财产品将会实
现净值化，期限将会变长，收
益率或逐步降低。而个人在
投 资 理 财 上 ，要 明 确 投 资 目
的，明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明确资产配置理念，进行更好
的财务规划，比如招行的金葵
花财务规划，可以满足客户不
同生命周期的财富管理需求。

那么，新规下我们将如何
理财？
“我认为，除了多配置一
些公募理财产品外，还可以配
置基金定投，黄金定投。”中行
理财师汤经理建议，基金定投
是一种“懒人投资”，比较适合
风险级别低的人群，适合长期
投资。未来投资者在理财产
品选择上必然会根据产品特
点的不一样进行分散投资，尤
其是在公募理财产品可以间
接投向股票市场之后，更应根
据自身需求，选择对应风险等
级的产品，进而搭配出符合自
己需要的投资组合。
而在产品净值化转型过
程中，类货基产品、以固收类
为主的中长期理财产品都将
有 望 成 为 银 行 理 财 的“ 主
流”。而类货基一般指的是银
行的现金类理财产品，最高可
达 4.2%，而且流动性强，交易
灵活，快速赎回，关键是风险
比较低，收益稳定。很多人把
它作为存款的替代品，是一种
用来管理短期闲置资金的方
式。
另外，
《办法》对于银行理
财的披露需求提升，可以让投
资者更多地了解产品信息，以
更好地把控投资选择。

金融资讯

交行推出进博会跨境金融产品手册
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倒计时 30 天之际，交行推出《进博
会跨境金融产品手册》，向进博会采购商奉上跨境金融服务的
业务宝典。手册汇总整理了常用的跨境金融产品，并按不同的
产品类别编印，提供进博采购商日常参考使用。该产品手册共
分为账户类服务、跨境资金结算产品、跨境贸易融资产品、跨境
担保产品和财资交易五个部分，每一部分均浓缩了多种与采购
商密切相关的跨境金融产品。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全权）

中信银行开展反假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防范假币能力，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近日赴新郑机场开展反假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防范假币，
保护自我”
“杜绝假币，从我做起”为主题，工作人员在现场摆放
了“反假小超人”展架、反假货币宣传海报、展桌、答题小礼品
等，通过发放反假货币宣传折页、现场讲解，积极引导公众进行
反假货币有效答题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反假货币宣传。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张弘扬 章世刚）

平安产险警保联动助车主平安出行
随着十一假期的结束，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联合河南省公
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开展的以“平安有 AI 国庆陪伴”为主题的“警
保联动国庆护航”行动圆满收官。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在全省
18 市地的主要高速路段设置 19 个服务护航点，出动百余位查
勘员。截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累计报案量 12383 笔，结案量
5990 笔，结案金额 1863 万元，非事故道路救援 1562 笔，共计为
全省近 2 万车主提供服务，为广大车主的出行之旅增添温暖与
感动。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