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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济济导导报报

“宝宝”收益步步升 5%理财被“秒抢”
山东城商行发力直销银行

货币基金收益水平整体较低，投资

股市或偏股型基金风险有点高，在不少

普通民众看来，还是偏重存款和银行理

财等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近期人民币

存款利率的微幅上升以及理财产品收益

的持稳令投资者吃下定心丸。

近日，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9

月存款利率报告》显示，今年9月，整存整

取定期存款1年及以内期限平均利率维持

平稳，2年及以上期限平均利率均环比上

涨，不过涨幅都比较小。另外，大额存单长

期利率上涨，其中3年期涨幅较大，不过从

全年来看发行量处于低位。综合重点城市

来看，9月天津、无锡、上海、沈阳、济南、长

春等城市定期存款利率排名靠前，其中济

南、长春的长期存款利率较高。

经济导报记者从融360大数据研究

院获悉，9月济南3年定期存款利率居全

国首位，2年期(排名第二)和5年期(排名

第五)也跻身全国前五。值得一提的是，

山东城商行理财产品收益也颇为给力，

不少城商行正在发力直销银行业务。

“年化业绩基准5%的抢手理财产品

今天开始发售了。”在位于济南市高新区

的一家青岛银行营业网点，工作人员告

诉经济导报记者，“三年期5万元起购的

这款理财，在节前发售时被秒抢。”

经济导报记者走访发现，5%的收益

率在当下银行理财市场已较少见，另外

山东城商行直销银行（银行搭建的“纯互

联网平台”，其他银行客户也可以线上购

买理财产品）渠道的理财产品收益也不

低。齐鲁银行直销银行正在发售的“齐鲁

智慧盈”参考年化收益率4 . 4%；潍坊银行

直销银行在售的一款名为“筝飞智盈A

款·风筝银行专属”产品业绩比较基准高

达5 . 6%。“理财业绩基准并不代表未来产

品收益，也不是产品的实际收益。”青岛

银行工作人员在向经济导报记者介绍时

提醒了投资风险。

“9月份定期存款、大额存单长期利率

均环比上涨，结构性存款发行量增加、平均

预期最高收益率也有所上涨，可见季末银行

揽储压力加大，竞争更加激烈。”刘银平分

析，“不过国有行降成本意图较为明显，

定期存款长期利率有所下调，大额存单长

期发行量也在继续压缩，中小型银行揽储

难度较大，存款利率下降较为缓慢。”

“ 我 的 余 额 宝 7 日 年 化 收 益 有

2 . 57%！”日前，济南白领徐琴在登录支

付宝账号后欣喜地发现，互联网‘宝宝’

们收益又回到了2%时代。

徐琴告诉经济导报记者，她放在余额

宝的零钱转入的产品是“长信利息收益货

币A”。10月15日，该产品7日年化收益率

2 . 5720%。9月30日突破2%关口后，长信利

息收益货币A收益走出一波小高潮。

事实上，不只是徐琴购买的这个长

信利息收益货币A收益上扬，近期货币

基金回暖趋势明显。截至10月15日，余

额宝可转入的货币基金共计29只，7日

年化收益率超过2%的达20只。另有包括

9只货币基金收益低于 2 %，其中包括

“国泰利是宝货币”、“农银日日鑫货

币A”等多个产品的7日年化收益率也已

接近2%。

在余额宝内大部分货币基金站上2%

关口的时候，反而是余额宝自家货币基

金——— 天弘余额宝货币收益率最低。10月

15日，天弘余额宝货币的7日年化收益率

仅有1 . 7450%。不过，这也较今年以来6月

8日的最低值1 . 3310%上涨了0 . 414个百分

点。

而微信理财通的26个余额理财产品

中，也有20个货币基金产品7日年化收益

率超2%，最高的“信诚薪金宝”近7日年

化收益竟高达3 . 1410%。

经济导报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在同类

货币基金市场，部分产品的7日年化收益

已超3 . 5%，与银行净值型理财参考收益水

平相当。天天基金网统计数据显示，10月

15日，百万资金起投的B类货币基金“诺

安货币B”(7日年化收益率3 . 8680%)、“红

土创新优淳货币B” ( 7日年化收益率

3 . 7550%)、“北信瑞丰宜投宝B”(7日年化

收益率3 . 6570%)的7日年化收益率排在同类

基金收益前三名。数百元低门槛起投的A

类货币基金也有个别产品收益站上3 . 5%大

关。其中，“诺安货币A”、“红土创新

优淳货币A”就排在上述3只B类产品之

后，7日年化收益率分别达3 . 6 3 0 0%、

3 . 5080%。

经济导报记者统计发现，截至10月

15日，在天天基金网显示收益的667只货

币基金中，有519只产品7日年化收益水

平在2%—3%之间，7日年化收益率超3%

的有18个产品。另有128个货币基金7日

年化收益率在1%—2%之间，仅2只产品

收益不足1%。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结

果显示，上周(10月2日-10月8日)货币基

金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为2 . 22%，较前一

周下降6个基点，较国庆节前一周上涨11

个基点。

对于下一步走势，融360大数据研究

院研究员刘银平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节

前随着流动性持续收紧，货币基金收益

率也连续多周走高。随着节后流动性得

到释放，预计货币基金收益率均会有所

回落。

◆导报记者 王雅洁 济南报道

日前，不少投资者发现，余额宝等互

联网“宝宝”们重新站到2%时代。经济

导报记者注意到，货币基金收益回暖的同

时，偏股型基金销售火爆，存款和大额存

单利率也小幅上扬。其中，济南9月中长

期人民币存款利率优势尤为明显，2年、3

年和5年定期存款利率均跻身全国前五

名。

相较之下，银行机构纷纷下调各期限

外币存款利率，幅度明显。季末、双节过

后，理财市场正开启新一轮变化。

济南中长期人民币存款利率有优势

互联网“宝宝”回归2%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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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股型基金火爆

除货币基金回暖受关注外，近日成

为业界焦点的还有偏股型基金，尤其是

蚂蚁集团“战配基金”。

“ 看 ！我 的 认 购 编 号 是

NO. 026248XX。”面对经济导报记者，济

南市民刘建谈起了近期抢购蚂蚁集团战

配基金的经历，“信吗？我也是蚂蚁集团

的股东。”

刘建认购的基金产品是“鹏华创新

未来18个月封闭混合”，成立于9月30日，

属于混合型偏股类基金，风险级别为中

高风险。刘建的产品持有页面显示，该产

品目前状态“暂停买入，暂停卖出。”

支付宝宣传页面显示，令诸如刘建

等不少年轻投资者追捧的蚂蚁集团战配

基金，是五大基金公司的5只新发基金

“未来参与战略配售蚂蚁股票”。其中，“1

元起购，把握蚂蚁上市新股的投资机遇”

“一次老百姓可参与的机会”等宣传标语

颇为吸睛。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在蚂蚁集团

成功过会后的9月25日，易方达、鹏华、中

欧、汇添富、华夏5家基金公司的5只参与

蚂蚁集团配售的“创新未来基金”开始在

支付宝平台以及基金公司的自有渠道发

行，并未涉及银行等传统渠道。开售两分

钟后，5只基金就卖出10亿元，1小时后销

售额达102亿元。到10月8日晚，5只战略

配售基金已全部售罄，总规模600亿元，

最终有1360万户认购。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Choice数据显

示，在此前偏权益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户

数超百万户的基金共13只。蚂蚁集团一

次就为市场“输送”了5只认购户数超百

万级的基金。更受到业内讨论的是，此次

蚂蚁独家代销其战略配售基金产品是市

场上第一例。创新的背后，合规问题同时

受到关注。

10月15日，有消息称,“蚂蚁集团战配

基金违反金融监管规定并被推迟IPO。”

一时间，参与蚂蚁集团战配基金认购的

投资者“有点着急”了。有网友在支付宝

认购评论区留言，“如果不能配售蚂蚁集

团，那就得退回了。”

“蚂蚁的上市流程正在两地有序推

进，我们没有预设的时间表，任何关于时

间表的猜测都没有事实依据。”当日，蚂

蚁集团公关部工作人员回复经济导报记

者采访时如是说。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

担。”不少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过

往业绩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某一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

<<上接1版

经济导报记者还注意到，在今

年3月份，省生态环境厅就《山东

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今后环境监

测机构弄虚作假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 ,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征求意见稿指出，对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的监测机构，将由主管部门将

该机构和涉及弄虚作假行为的人员

列入不良记录名单 ,并报上级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 ,禁止其参与政府购

买生态环境监测服务或者政府委托

项目。

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

“目前，环境监(检)测市场一

些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环境监(检)

测机构现场检测不规范，存在数据

失真等问题，严重扰乱环境监(检)

测市场秩序，甚至出现‘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影响环境监(检)测

市场健康发展和污染防治工作有效

开展。”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相关人

士对经济导报记者透露。

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如何

处理？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对于

轻微问题，需要自行整改，整改机

构应关注其整改的即时性和有效

性；对于存在一般性问题，需责令

整改的机构，要立即督促其整改，

逾期整改或者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

的，应根据相关法规条例追加处

罚；对于存在超资质范围开展监测

等问题，需责令整改并处罚款的机

构，要坚决处罚到位并立即督促

其整改，整改期间，相关机构不

得出具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

对于检测数据涉嫌造假的机构，

相关市场监管局和生态环境局要

按各自职责进一步开展调查，完

善固定相关证据并依法作出严肃

处理。

这次检查还进行了盲样考核，

从考核情况看，此次被检查的57

家机构中，符合考核条件的41家

机构全部参加了土壤和沉淀物的

盲样考核。其中，考核均合格的

机构有12家，一项元素偏离的机

构有9家，两项元素偏离的机构有

13家，全部偏离的机构有7家。从

授权签字人、技术负责人等关键

岗位人员考试情况看，被检查的

57家机构共有185人参加了考试，

发现部分关键岗位人员对有关生

态环境监测法律法规不熟悉，对检

测标准方法及技术学习不到位，知

识储备不足。

“对于盲样考核不合格的机

构，要在2个月内对其进行补测考

核或重点监督检查，如盲样考核再

次不合格，应督促相关机构主动注

销其相关资质，对不主动注销的机

构要纳入重点监管，适时开展执法

检查；对于授权签字人、技术负责

人等关键岗位人员考试成绩60分及

以下的机构，应约谈相关机构负责

人。”山东省市场监管局、省生态

环境厅出具的检查处理意见如是显

示。(文中王颖系化名)

走访中，经济导报记者发现，与近

期人民币存款利率平稳回升不同的是，

不少银行纷纷下调了外币存款利率。

“我行在9月25日，对美元、英

镑、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和欧

元的外汇存款利率进行了下调。”15

日，工商银行某网点工作人员告诉经济

导报记者，除欧元在2015年2元曾下调

过一次外，其他币种是自2012年10月25

日至今年9月25日近8年来的首次调整。

以美元存款各期限利率为例，目前

该行活期、七天通知的存款利率均为

0 . 01%；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的存

款利率分别是0 . 05%、0 . 15%、0 . 25%，

一年和两年期存款利率均为0 . 35%。

彼时2012年10月25日，工商银行的

美元活期、七天通知、一个月、三个

月、六个月、一年和两年的存款利率分

别为0 . 05%、0 . 05%、0 . 20%、0 . 30%、

0 . 50%、0 . 80%和0 . 80%。相比之下，此

次下调幅度较大。

据了解，不只是工商银行，9月下

旬以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交通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陆续下调

了外币存款利率，包括美元、英镑、欧

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等外

币存款利率均出现下调。其中，欧元、

日 元 和 瑞 士 法 郎 存 款 利 率 仅 为

0 . 0001%，已接近于零，与人民币存款

利率差距很大。

“一般外币存款、兑换外币主要是

留学、旅游等原因，今年由于受疫情影

响，出国人员减少，业务量不多，影响

不大。”上述工商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这更有利于人民币资产

的配置。

外币存款利率下调明显

环监机构“校准尺子”

导报讯(记者 戴岳)近日，央行公布了

《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9年)》。

报告显示，在个人投资理财方面，

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的成年人比例小幅

增加，城乡差距仍较为明显。调查显

示，全国平均有48 . 76%的成年人购买过

投资理财产品，比上年同期高0 . 95个百

分点；农村地区该比例为36 . 78%，比上

年同期高0 . 67个百分点。北京、上海、

浙江等省(市)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的成

年人比例相对较高。

在借钱方面，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

比例略有增加。全国成年人在银行获得过

贷款的比例为40 . 74%，比上年同期高0 . 86

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为36 . 06%，比上年同

期高1 . 44个百分点；在银行以外的机构、

平台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比例为24 . 16%，

比上年同期高1 . 31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为

22 . 68%，比上年同期高1 . 6个百分点。

在账户和银行卡使用方面，截至

2019年末，全国人均拥有8 . 06个银行账

户，同比增长11 . 63%；人均持有6 . 01张银

行卡，同比增长10 .48%(其中人均持有信用

卡和借贷合一卡0 .53张)。

同时，城乡间电子支付的普及率的

差距也在缩小。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成

年人比例为85 . 37%，比上年高2 . 98个百分

点；农村地区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

例为76 .21%，比上年高4 .0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金融消费者投诉接收量快

速增长。2019年，央行各级分支机构共接收

金融消费者投诉63130笔，同比增长86 . 64%，

接收金融消费者投诉量排名前三位的是

上海市、广东省和山东省。从投诉领域看，

金融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在支付结算管

理(占33 . 15%)、银行卡(占27 . 35%)、贷款(占

5 . 84%)、征信管理(占4 . 27%)、储蓄(占3 . 32%)、

人民币管理(占2 . 04%)、个人金融信息(占

1 .87%)、电子银行(占1 .59%)等业务领域。

近半数成年人买过理财，超八成在用电子支付

E 新闻同期声

从融360大数据

研究院获悉，9月济

南3年定期存款利

率居全国首位，2年

期(排名第二)和5年

期(排名第五)也跻

身全国前五。山东

城商行理财产品收

益也颇为给力

山东城商行理财产品收益可观 王雅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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