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期收益率超4%的产品
变少了

“咨询了几家银行网点，超
过4%的理财产品很少！”郑州市
经开区的王女士在一家国有企
业上班，平时喜欢做做理财，不
过大都在线上。这次来到银行网
点，主要是看到最近理财收益走
低了，想咨询一下理财经理，希
望能给推荐些“高性价比”理财。

6月11日，记者走访郑州
多家银行网点发现，国有大行以
及部分股份制银行的理财产品
收益率多在3%~4%,少数新客
理财略超4%。不过，本土城商行
的产品收益率略高一些。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
测数据显示，上周城商行理财产
品平均收益率为4.08%，农商行
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为3.85%，
股份制银行理财产品平均收益
率为3.73%，国有银行理财产品
平均收益率为3.59%。

“新客理财可享受年化收
益率4.15%。老师，您有我行的
银行卡吗？”记者来到位于郑州
市朝凤路的一家民生银行网点，
在进门醒目处的展板上写着最
新的理财产品。一李姓理财经理
向记者介绍，这款理财产品只有
新客户才能参与，封闭期仅3个
月，也是目前收益较高的一款产
品了。

“如果嫌收益率低的话，也
可以关注下‘慧赢添利半年定开
固守 9 号’，上期折算年化
5.39%，起投金额1万元，封闭期
为半年。”她在手机上找到这款
理财产品，递给记者。不过她也
坦言，这一期收益率可能会回
落，年化收益率会在4%左右。

“收益高一点的产品，卖得
都很快，需要提前预约。”交通银
行郑州某营业部张姓理财经理
对记者说，目前银行理财产品加
快向净值型化转型，投资者需要
掌握一定的理财技巧。

要想稳健些，省心点，也有

产品可选。张经理告诉记者，大
额存单最近也比较热，收益有不
少在4%以上，起投点20万元，
收益较为稳定。“时间越长，收益
率就越高。”他指着一张“一年
期、二年期、三年期的大额存单”
表格说。

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
也可能亏钱

不过，风险也是存在的。近
日，一向以稳健著称的“纯债型
理财”跌破净值，也开始亏钱了。
记者从招商银行APP看到，招
行代销招银理财的一款名为“季
季开1号”的固收类理财产品，
于4月17日成立，截至6月3日
的 近 1 月 年 化 收 益 率
为-4.42%，同时该产品的净值
也跌破1，至0.9997。

另一款“季季开2号”固收
类理财产品5月13日成立，截
至6月3日的近1月年化收益率
为-0.63%，净值跌至0.9996。

值得注意的是，招行该产
品的风险等级为“R2较低风
险”。以其风险等级看，跌破净值
确实很少见。

其实，不光是招行，工行、建
行以及中行等产品也有跌破净
值1的现象。例如，“建信理财睿

鑫最低持有90天开放第2期”
理财产品于今年5月14日成
立，最新净值是0.998669；另一
款代销“建信理财睿鑫最低持有
60 天开放第 2 期”最新净值
0.998348。

理财产品收益回升可能性
较小

实际上，收益率走低的不
仅是银行理财产品，很多“宝宝
类”理财，也进入收益率下行通
道，收益率走低已成常态。

记者注意到，6月10日，天
弘余额宝基金7日年化率仅为
1.3112%，腾讯理财通里国富日
日益货币A，为1.871%。融360
大数据研究院监控数据显示，上
周互联网宝宝产品平均七日年
化收益率为1.55%，环比下跌
0.08%，自2月中旬以来，宝宝理
财收益一直在持续下跌之中。

那么，为什么理财收益率
走低，甚至有的破净?围绕这一
话题，记者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
和专家。

交通银行郑州营业部张经
理告诉记者，央行一系列的宽松
政策，使市场上资金增多了，从
而也使资金价格随之下降。另
外，在他看来，由于资管新规要

求非标资产期限匹配，在银行存
量产品逐步到期后，新发产品较
难配置高收益的非标资产，产品
收益将顺势下行。他说，未来理
财产品整体收益回升的可能性
较小，大概率维持现有低位水平
或继续小幅下行。

百瑞信托财富管理部副总
经理王伟在采访时表示，新冠肺
炎疫情和经济下行预期降低投
资者风险承受能力，导致低风险
低收益产品供应相对不足，从而
进一步导致收益率下降。

银行理财“破净”，招商银行
郑州某营业部理财经理认为，银
行理财近期出现净值浮亏的原
因，是由于银行理财的投资对象
主要是债券，经过近两年的牛市
后，4月以来债市震荡调整。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摊余
成本法变成市价估值法也是一
大原因。银行产品净值化的要求
就是用市价或中证估值这样的
公允价格来给产品每天估值，目
标就是产品净值更加客观。而在
过去，银行理财产品对于债券大
多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估值。简
单地理解摊余成本法，就是确定
成本，确定未来的变型价格后，
两点拉一条线，净值慢慢爬坡，
不受市价波动影响，客户的心理
体验就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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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上国土资告字〔2020〕13号

经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郑上出〔2020〕05号（网）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发布公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储备土地。建

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件意

见书》，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规划和

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网

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

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

方式出让，并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

定竞得人（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

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公告时间为:2020年 6月 13日

至2020年7月2日。申请人需办理数

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 http://www.

zzsggzy.com/“办事指南”窗口），登

陆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点击

“交易主体登录”），浏览公告并下载挂

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时间为:2020年7月3日至2020年

7月17日9时。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

间为2020年7月 15日17时。网上交

易活动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竞得人持

《网上竞得证明》和其它相关资料（详见

挂牌出让文件）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7021房间进行查验，通过后签订

《竞得结果》。竞得人取得《竞得结果》后

需携带相关审核资料于2个工作日内到

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303房

间进行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

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上街

区发改、环保等部门对出让地块的相关

政策。

（二）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易管

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挂牌出

让文件。

（三）该宗地缴款期限为《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

月内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50%,余款可

延期缴纳,最长不超1年，具体缴纳事宜

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

为准。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中

心路26号

联系电话：0371-68110991

联 系 人：武女士 朱女士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

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193

联 系 人：仝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州市上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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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郑上出
〔2020〕
05号
（网）

土地
位置

蓝天路
以北、通
航六路
西侧

使用权
面积
（㎡）

46971.42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
批发市场、
餐饮、旅馆
用地兼容
商务金融
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2.0

建筑
密度
(％)

＜45

建筑
高度
(米)

＜45

绿地率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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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
33245.2568

起始价
（万元）

7751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1551

增价
幅度

（万元）

200

出让
年限
（年）

40

开
发
程
度

六
通

收益率走低未来回升可能性小 低风险产品有的也会亏钱

银行理财：“稳稳的幸福”没有了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兵

“闭眼”买理财的
年代早已一去不复
返。6 月 11 日，大河
报·大河财立方记者在
走访郑州多家银行网
点发现，理财产品收益
率超过 4%的少之又
少，超5%收益率的更
难觅踪影，甚至有些银
行低风险等级的理财
产品也“亏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