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益稳健 低风险

银行理财热销进入“亢奋期”

前两年还饱受诟病的银行
理财突然火了起来。据不完全
统计，2011年的前五个月发行
个人理财产品数多达7525款，
平均每月发行数超过1500款，
远远超过去年平均每月的1000
款。

数量增加的同时，收益率
也节节攀高。4、5月份，期限
在1年之内的理财产品预期年收
益率达到5%还很稀缺，进入6月
份，年收益率超过5%的比比皆
是。

银行理财优势明显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
雷日前统计，2006年，银行理财
产品的总规模仅在4000亿元左
右，目前则达7万亿元，而基金
管理的资产规模从2007年的3万
多亿元降至目前的2 . 3万亿元。
此外，证券公司理财规模只有

1270亿元，阳光私募1000亿元。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金融资本的
主力在过去两年未能流入证券市
场，而是成了银行的客户。

从可比性角度来看，数据显
示，2008年，货币基金总规模为
3 8 9 1 . 7 4亿元； 2 0 0 9年为
2 5 9 5 . 2 7亿元，2 0 1 0年仅为
1532 . 77亿元，不过两年就锐减
60%。业内人士分析，选择货币
基金的主要是风险厌恶型、对流
动性要求较高的投资者，而银行
T+0理财产品以及超短期理财产
品的流动性及风险与货币基金
类似，但收益率却具备明显优
势。目前货币基金年净收益率
一般在2%—3%左右，但收益率
并不稳定，比如央票利率开始
上扬，会使得货币基金的存量
资产出现浮亏。而银行超短期
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在发行
之初就基本锁定，目前7天期理
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4%

的很是常见。

收益率大涨增加吸引力

伴随再次临近季末，6月份
以来多家银行再度调高银行理财
产品预期收益率，部分银行T+0
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已超过1
年期定期储蓄。4、5月份，期限
在1年之内的理财产品预期年收
益率达到5%还很稀缺，进入6月
份，年收益率超过5%的比比皆
是。

据普益财富提供的数据显
示，近期几周，每周发行的人民

币债券和货币市场类产品预期年
化收益率与上周相比都明显上
升。分析人士认为，货币市场资
金趋紧导致市场利率攀升是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
因。

另外，6月份理财产品量价
齐升也间接受益于银监会对商业
银行存贷比考核新规。随着银行
日均存贷比考核的实行，银行间
市场资金必然持续紧张，今年下
半年银行理财产品发行规模或将
出现更大增长，而且各家银行在
产品供给、发行等方面的竞争都
会加剧。

理财产品风险有多大

目前不少投资者对银行理财
产品仍心存芥蒂，主要是2008
年、2009年银行发行的投资于股
市或股票基金的类基金理财产品
陆续到期，此类产品几乎全军覆
没，不少产品以巨亏收场。另
外，前两年发行的结构性理财产
品到期陆续爆出零收益，也让投
资者对银行理财产品敬而远之。
事实上，去年以来，银行发行的
90%以上的理财产品都属于稳健
型理财产品。据普益财富统计，
今年到期的稳健收益型理财产品
几乎全实现了预期收益。

去年以来，类基金理财产品
几乎没再新发行，只不过是部分
亏损的类基金产品陆续到期，依
然让投资者“心惊肉跳”。而除
了外资银行，目前中资银行发行
的结构性理财产品数量也大幅减
少，而且大部分结构性理财产品
是与利率挂钩，结构设计非常简
单，实现预期收益率的可能性也
很高，预期收益率也与稳健型理
财产品类似。

（一财）

近期发布的中国企业经
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
告显示,我国中小企业银行
贷款难问题依然突出。贷款
难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中小
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能更好地对中小企
业提供金融支持，中国银行
充分借鉴国内外银行同业的
成熟经验，建立了一套专门
针对中小企业客户的业务操
作模式—“中银信贷工厂”模
式。该模式采用简化、标准、
端对端的工厂式的“流水线”

运作方式和专业化的分工，
门槛低、审批快、额度足、担
保灵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
全市中小企业。

在办理新模式中小企业
授信的客户选择方面，济南
中行“中银信贷工厂”主要根
据企业的年销售收入来判断
是否符合新模式授信的准入
门槛。其中批发类企业要求年
销售收入不超过1 .5亿元，其
它类企业年销售收入不超过1
亿元。目前对中小企业的单户
最高授信权限为2000万元，超

过2000万元的授信需通过大
公司授信途径解决。

此外，年销售收入在授
信范围内的企业，需具备以
下基本条件：企业营业执照
和贷款卡有效并经过年审；
企业有2年以上的持续经营
历史；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
控制人的主业从业经验在4
年以上；企业、企业法定代表
人/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关联企业信用记录良好。

特别提醒：(1)企业的年
销售收入需经过核实，并且要

求企业评级所用报表和申请
授信的报表必须保持一致。

(2)济南中行只能为济
南当地的中小企业提供授
信。重汽、济钢等大企业的上
下游企业，如果在济南以外也
可以到济南中行申请贷款。

详情请咨询中行各网点
或拨打电话0531-86995495、
86995493。

格财金资讯

德意志银行日前表
示，第二季度黄金市场的
资金流入较为清淡。但利
率趋势依然有利于黄金市
场。

该行预计第二季度黄
金价格将在1500美元/盎司

附近，第三季度将涨至
1650美元/盎司，第四季度
将达1750美元/盎司；而同
期白银价格将分别为37 . 50
美元/盎司、41 . 25美元/盎
司和43 .75美元/盎司。

(和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日前公布的《世界经
济展望最新预测》显示，
估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
为4 . 3%，IMF4月公布的预
测中该数字为4 . 4%。该报

告还称，经济活动正在暂时
放缓，下行风险再度增加。

不过， I M F对中国
2011年GDP增长预期依然
维持4月预测的9 .6%。

(证日)

近期南方多地普降大
雨，让许多车辆在水中熄
火受损。保险公司会不会
赔偿车主损失呢？昨日，
记者致电保险公司了解
到，车辆涉水熄火，如果
司机打火重启，由此造成
的发动机大修费用不会得
到赔偿。

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
份致电多家保险公司了解
到，购买了车损险的车
主，遇到车辆涉水熄火
后，可向保险公司报案，
由查勘员现场勘察定损。
定损结束后，车主可拖车到
修车厂维修，由此产生的费

用，保险公司可以报销。
但机动车辆涉水熄火

后，如车主在水中再次发
动会造成发动机损坏的，
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用，保
险公司就不赔了。这是因
为，车辆在水中熄火后，
再打火启动发动机，会使
水由进气管进入发动机缸
体，使气门、活塞、连
杆、曲轴甚至汽缸壁受
损，最终造成发动机“内
伤”。犯此类错误的多是
新手司机。这样的情况发
生后，车辆多需要大修，
费用比此前的情况高很
多，动则上万元。(荆楚)

业内人士表示，银行理财热销，一方面是因为
理财产品提供相对较高的稳健收益，另一方面与当
前股市持续低迷有关。

父亲节刚刚过去，不少
子女都选择为父亲做保险计
划。但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在不同年龄阶段，选择保险
方面应有不同侧重。

30岁-40岁适合险种：

意外险+重疾险

此年龄段的父亲们，很
多都是刚为人父的年轻爸
爸，是家庭经济的绝对顶梁
柱。这个年龄段的男人要为
事业打拼，因此为了有效规
避财务风险，首先要考虑意
外伤害保险和重疾健康保险
的保障。其次，为了防止意

外，还可选择保费便宜、消
费型的定期寿险。

40岁-50岁适合险种：

终身保障型

此年龄段的爸爸们，身
处“上有老要孝敬，下有子
女要培养”的阶段，社会竞
争压力加剧，平时体力透支
巨大。但是，经过早期的打
拼，一般已经具备初步的经
济实力。这个时期的保险需
求除了意外、健康之外，还
有理财的需求。选择健康保
险产品时，可以考虑“有病
治病，无病养老”的终身保

障型险种。目前很多保险公
司都有此类的主打产品，并
兼具分红功能，具有长期投
资回报、可灵活支配的特
点。

50岁以上适合险种：

重疾险+医疗险的组合

50岁以上的父亲，生活
已相对安逸，生活也已经定
型，并且有一定的积蓄。除
了自身的健康，需要关注的
是孩子大学毕业后的创业、
孩子买房子的啃老，孩子婚
嫁金的开支和自己退休后养
老的压力。不过，这个年龄

阶段最需要关注的是已进入
重大疾病高发期的自己。虽
然有社保，但就目前治疗重
大疾病所需的治疗费和因此
而产生的巨额隐性开支(例
如：贵重药品费、陪护费、
营养费等)来看，社保还远
远不够。这时候，就需要一
份商业保险来规避自己的风
险，可投保一份附加重大疾
病的组合险。值得注意的
是，这份商业险最好尽早安
排，一方面是越早买越便
宜，另一方面是很多公司在
老人过了60岁后会拒保。

(羊晚)

应该为父亲选什么保险

推广“中银信贷工厂”

中国银行济南分行发力中小企业贷款

德意志银行：

二季度黄金市场资金流入清淡

IMF下调全球经济预期

保险公司提醒

车辆水中熄火再次启动不赔

格保险常识

格投保指南

随着信用卡的逐渐普
及，不少持卡人因使用不当
引发诸多问题，因此，理财
专家提醒，使用信用卡要走
出五大误区。

误区一：信用卡多多益
善。手头的信用卡太多会导
致消费过于分散，卡内的积
分不易积累在一起，难以享
受银行推出的积分换礼或者
卡片升级等服务。其次，过
多的信用卡会让持卡人混淆
每张卡的消费金额、还款日

期，若不能及时还款，还会给
信用记录带来影响。建议保留
一两张常用的信用卡即可。

误区二：异地刷卡全是
免费。虽然不少银行都提供
了“异地外币刷卡，本地人
民币还款”等多种异地、跨
行的金融服务。然而，各家
银行对于所提供的这种服务
制定的收费标准不同，因
此，持卡人打算在外地或者
出国使用之前，一定要弄清
楚自己享受的银行服务所需

交纳的手续费。有时异地刷
卡会给持卡人带来一些额外
的支出。

误区三：交最低还款额
可免罚息。其实，目前大部
分银行对于信用卡的最低还
款额比例设置为10%，也有
部分银行把这个比例设在
5%，只要按期偿还最低还
款额，信用记录就不会被影
响。事实上，在未全额还款
的情况下，要从使用之日起
收取万分之五的利息。另

外，不要把钱提前存在信用
卡里，不仅不计利息，提取
现金也要收手续费。

误区四：临时额度是免
费午餐。有的银行在信用卡
临时额度调额期内，是可以
享受免息的；但有的银行则
规定，临时额度没有免息
期，不能享受免息。因此，
持卡人在申请临时调高额度
或者知道自己被临时调高额
度后，最好第一时间及时咨
询银行。 (方丽)

走出使用信用卡的四个误区

齐鲁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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