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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理财收益缩水
清算日期间产生的费用该不该支付给投资者
专刊记者 牛蕊 实习生 周旭

“我买的是超短期7天的理财
产品，可是本金和到收益总是不
能在产品到期日及时到账，一拖2

-3天我的收益也跟着受拖累。”市
民邹女士最近因为清算期的问题

十分苦恼。

近日，不少消费者开始注意

理财产品的细节问题。记者对烟

台理财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各大
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数量猛增。

关于资金在“清算期”内如何计

息，多数银行表示，“申购清算

期”资金按活期利息给付。但是，

从“产品到期”至“资金到账”这
二三天，是不产生利息的。

南大街一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比如，一

款理财产品它的到期日是3月7

日，那是客户的理财产品的到期
日是3月7日(投资运作期)。但投

资者的本金和收益并不会在3月
7日回到客户的账户上。”

据某国有银行理财经理张
女士表示，一款理财产品一般都

有募集期、起息日(收益起算日)、

到期日和清算日及支付日几个

关键日期。只有在起息日开始，

才真正计算产品收益率，起息日

一般为募集期结束的第二天。到

期日和到账日之间一般属于银

行清算的时间，这个时期交行将

对投资者的资金计付活期利息，

一般是2-3个工作日。但是，据记

者走访的情况来看，并非所有的

银行都会在清算期内计息。

比如某行正在发售的一款

“高净值客户专属资产组合投资

型人民币理财产品(105天)”，其收

益起计日是3月14日，到期日为6

月26日，在“资金到账日”说明中

列的是“到期日后第3个工作日

或提前终止后第3个工作日”

据了解，目前只有少数银行
对申购清算期、还本清算期内的

本金按活期利息计息。但大多数

银行规定还本清算期不计算利

息，如果个别银行两个清算期都

不计利息，且也未在产品说明书

中注明资金回账的具体日期，这

就让产品的实际收益率缩水。

所以，提醒投资者要提前做

好资金规划，以避免自己在急需
用钱时，因到账日过长而产生资

金周转不灵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对于清算期如

何计息，目前确实没有相关的明

确规定，因此不计息的做法是否

涉及侵占投资者利益也较难判

定，算是一笔“糊涂账”。

对此，烟台市平和律师事务
所尹律师告诉记者：关于这类问
题，首先应考虑投资者在购买理

财产品时，是否与银行签署过投

资协议，是否有相关理财约定。如

果协议中明确指出资金到账日为
“到期日后第N个工作日或提前终

止后第N个工作日”。那么，就以合

同为准。

其次，如果投资者在购买理

财产品之前并没有与银行签署

任何协议，那么就要分成两种情

况：按照行业惯例在清算日期
间，如果投资者用于购买理财产
品的资金在银行运作时产生了

孳息，那么银行方面应支付给投

资者相应的费用；如果在清算日

期间，投资者投放到银行的资金

没有产生孳息，银行仅仅是因为
清算需要，而晚到账2-3天，那么

银行是不需要支付给投资者费

用的。

按照目前各银行的普遍情

况，包括7天产品在内的短期理财
产品，这个“N”多数为2天，更长期
限理财产品这个“N”多数为三天。

如果超过7天以上就不正常了。

小贴士
投资者应该注意的是，在

购买理财产品时，如果该产品

不是很紧俏，最好选择起息日

前一天购买。

另外，投资者还要看清产

品说明书中的“收益支付”条

款，如果没有注明资金回账的

具体日期或者这个日期过长，

还是要慎重考虑。

对于部分需要灵活运用资金

的投资者，例如股民，更重要的

是，购买理财产品前，应详细询问

本金和收益的回账日期。

在春暖花开的季节，烟

台农行“家装易”分期业务超

市隆重开门营业。即日起，您

如果有家装需求，只需将建

材订单和装修合同登记备

案，拨打烟台农行“家装易”

分期业务专线：6682637(地址：

芝罘区南通路66号4楼)就可

选择农行金穗贷记卡分期付
款方式与商家结算。在您暂

时资金不济时，选择农行“家

装易”分期付款方式，将一次
性支付推延至分期支付，即

缓解了您的资金压力，又充

分满足了您享受幸福居家的

快乐。

为使广大市民充分体

验农行“家装易”分期付款

的便捷、经济，即日起至5

月 3 1日，凡在农行“家装

易”分期超市合作家装公

司(烟台隆润装饰公司、烟

台星艺装饰公司、烟台冠

霖家俱公司)签单装修，并
采用金穗贷记卡单笔分期
付款满 1 0 0 0 元 (含 )以上

的、前30名客户，同单同名

同日享受一次性100元加

油卡奖励。(发生分期退货

或分期付款不足两个月的

除外)

欢迎广大家装商户开

通烟台农行“家装易”分期
付款业务，凡在活动期内

与烟台农行签订家装商户

分期合作协议的，免受
POS押金，农行负责为商

户在农行营业网点、农行
网站及“胶东在线”、主流

报刊等媒体进行宣传，通

过农行促销奖励活动，吸
引农行贷记卡客户到签约

家装商户分期消费。

烟台富尔玛国际家居

广场即将开业，农行为答
谢客户，凡在开业当天到

富尔玛国际家居广场，用

农行金穗贷记卡结算、单

笔金额超1000(含)元的前
30名客户，当场一次性奖

励50元“家家悦”购物卡一

张，同名金穗贷记卡，当天

只享受一次奖励。

烟台农行金穗贷记卡受理

专线：6682680

烟台农行专线：15318656288

烟台农行“家装易”分期业务超市开门营业

上周，市场高位震荡下
行，受到地震等不利影响，市
场的恐慌心理弥漫。市场预期
周末会加息，但央行选择了上

调存款准备金率。当前存款准

备金率已经达到历史新高，心
理上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预

计大盘短期内仍将维持调整

的走势。但此次2700点以来的

反弹基础较为牢固，市场筹码

的底部不断抬升，判断市场进

入下跌趋势还为时尚早。多个
量化模型指出，当前中证100、

沪深300和中证500都处于看多

区域，大小盘轮动指标指出未

来可能小盘股成为热点。

虽然市场在上周出现较

大跌幅，但基金仓位并没有发
生太大的波动。3000点关口不

会轻易企稳，在3000点提前减

仓，等待2800点至2900点的二

次建仓机会才是主流趋势。目

前来看，如果在2900点一带基

金发生大规模减仓，那么可能

指数将要跌回2700以下，反之，

则指数下探空间有限。内外的

冲击过后，指数仍然有望积聚

力量冲击3000点。

市场高位震荡下行基金仓位相对稳定
巧用时间沙漏

复利魔力理财
“时间”和“金钱”之间被划上等

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复利”。通俗而

言，复利就是连本带利的利滚利，也就

是说如果每年都能保持一定水平的收
益率，若干年后就能获得非常可观的

财富增长。

时间是如何变成财富的：

案例一：A每年投资1000元，坚

持10年，假设年收益5%，10年后连本

带息可获13206 . 79元。若不考虑复利

因素，则仅有12750元，两者的差额
456 . 79元就是复利带来的额外收益。

案例二：B每年投资500元，坚持

20年，假设年化收益率仍是5%，20年

后连本带息可获17359 . 63元。

A和B投入的本金都是10000元，

最大差异是投资期限不同，A投资10

年，而B投资20年，最后结果是B远远

胜出，收益比A多4252 . 84元。这就是
时间的威力。

所以，复利具有魔力，如果忽视
它，它就会如同沙漏中的沙子一般默

然逝去。但“恒定”两个字绝对不属于

投资市场，当你期待获得如同过山车

上升般的收益时，也要做好准备承受
有可能骤降所带来的损失，一旦发
生，复利的威力也将荡然无存。

格经济学茶座

格财经资讯
格行业资讯

基金增配金属电子

减配机械医药
据数据显示，截至3月18日主动型

股票方向基金平均仓位为81.35%，与前

一周(3月11日)的平均仓位81.48%相比，

下降0 . 13个百分点，其中主动减仓
0 . 01%。其中，股票型基金仓位下降
0 .10%至85 .65%，偏股型基金仓位下降
0 .19%至78 .70%，平衡型基金仓位下降
0.07%至73.41%。

截至3月18日，58只基金(占比16.7%)

仓位低于70%，76只基金(占比21 .9%)仓

位介于70%～80%，122只基金(占比35.2%)

仓位介于80%～90%之间，91只基金(占

比26.3%)的仓位高于90%。上周基金仓位
分布结构与前一周相比基本一致。

上周大盘配置指数明显下降，小盘

配置指数小幅上升。地产配置指数维持

低位，金融配置指数低位回升，金属、电

子、信息传播、石化等行业配置强度指

数明显上升，机械、医药消费类等行业

配置强度指数降幅趋缓，批零行业出现
低位拐点。

谢旭人：与民生相关财政预算增18.1%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

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大体要占中央财
政总支出的2/3左右，其中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

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保障、文化等民生方
面的支出达到10511亿元，预算比去年增加18.1%。

上周资金净流出82.89亿五行业逆市吸金过亿

A股市场受到周边市场的影响，略有下跌，上证指

数周下跌0 . 92%，深证成指周下跌0 . 98%。从资金面来

看，上周沪深A股累计成交1 . 39万亿元，累计资金流入

6625 . 57亿元，累计资金流出6708 . 46亿元，两市累计净

流出82 . 89亿元。

中国汽车房产双双受限
消费增长创三年新低

据数据显示，2011年1月-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同比增长15 . 8%，较去年12月回落3 . 3个百分点，明显

低于市场预期。若以前两个月CPI为4 . 9%简单剔除物
价因素，实际的消费品零售增速为10 . 9%，降至2008年1

月以来最低。

3月21日,据国税总局表示，目前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正在

由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做进一步修改，预计3月底将再次上报国务院。

据国税总局相关人士透露说，个税起征点将提高为2500元或
3000元。两会期间不少代表、专家提出的“以5000元为起税标准”实
行可能性不太大。

此外，税率级次将减少。目前，我国实行的是9级累进税率，税

率从5%到45%，修改后或将减少为6级税率。

个人所得税修改方案通过后，将上报给全国人大常委讨论。此前据

媒体报道，修正案最快将在4月交由全国人大讨论，6月二审，下半年开

始实施。

个税改革方案月底将再上报

提到5000元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