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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今年以来， 在打破刚性兑付的监管导向
下，银行保本理财产品逐渐退出舞台，结构性
存款作为投资“新宠”迎来爆发式增长。不过从
6月开始， 这一备受民众青睐的投资产品出现
转向，发行数量及收益率双双下降。

所谓结构性存款，是指运用利率、汇率产
品与传统的存款业务相结合的一种创新存款，
适合于对收益要求较高，并能承担一定风险的
客户。

9月6日，湖南银监局召集省内各银行举行
结构性存款风险管控工作会议， 推进合规经
营。

银行业内预计，未来结构性存款规模将会
进一步缩减，甚至可能退出理财市场。对众多
普通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变化的理财市场中挑
选稳健的产品，亦将面临新的选择。

受到保守型投资者偏爱

“现在还有得选，再往后走，结构性存款可
能就难找了。”9月6日，长沙四方坪一家股份制
银行网点内， 理财经理对市民蔡佳丽如此表
示。

虽有多年理财经历，但蔡佳丽买的大多是
稳健产品。 她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风险厌恶
者，以前买保本理财，现在买不到了，银行其他
低风险产品收益率又在持续下降，想买结构性
存款试试。

长沙多家银行网点负责人对本报记者坦
言，不少市民对保本需求仍然较高。有些到网
点办理业务的客户，一听产品不保本，扭头就
走。作为保本理财的替代者，结构性存款受到
保守型客户的偏爱。

省内某股份制银行零售业务部负责人认

为，结构性存款本质是一种“存款+衍生品”的
组合，既包括普通存款的部分，又能够通过购
买金融衍生品获得更高收益，比如汇率、黄金、
沪深300指数等。

结构性存款中用于存款的那部分和银行
存款的风险是一样的， 都受存款条例保护。然
而它还有用于购买金融衍生品的一部分，因此
又不如银行存款安全。

投资者还需留意的是，结构性存款的流动
性较差，一旦购买便不能提前支取本金。

监管趋严致价量双降

央行数据显示，6月中资大型银行和中小
型银行的结构性存款规模合约9.21万亿元，环
比下降0.62%， 系今年以来环比增速首次出现
负值。

与此同时，结构性存款的收益率也出现了
下滑。6月份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为
4.29%， 最高的预期收益率能够达到4.7%左
右。进入9月，大量结构性存款的预期收益率已
下降至4.2%左右。

业内认为，监管趋严是结构性存款规模下
降的主因。银保监会此前发布《商业银行理财
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商
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
产品交易业务资格。

在今年低成本存款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结
构性存款能够弥补存款的不足。部分没有衍生
品资质的中小银行借助其他通道发行，变相成
为银行揽储的手段，引发监管关注。

为迎合投资者的收益需求和防止客户流
失，部分银行在结构性存款的设计上，弱化衍
生品端价格波动对产品收益的影响，同时人为
强化结构性存款保本收益确定的特征，以提高
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没有产业项目、基建项目信贷打基础，存
款很难上去。” 长沙一位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
直言，很多银行是靠结构性存款来支撑，但恐
怕难以为继。

如今，在央行通过定向降准等手段改善银
行间流动性之外， 监管强调防范风险合规经
营，结构性存款价量双降势所必然。

大额存单逐渐走热

结构性存款降温，给大额存单腾挪出上升
空间。

“发行大额存单、金融债等产品已是不
少银行的优先选择，这也是推动银行理财业
务结构转型的一个方向。” 长沙某大型银行
相关人士表示，客户对大额存单的接受度在
不断提升。

省内的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长沙农
商银行等机构的大额存单利率已上浮55%。目
前，三年定期存款央行基准利率为2.75%，上浮
55%后达到4.2625%， 已超过不少银行浮动型
产品的收益。

大额存单本质是一种存款产品，但存款门
槛较高，个人认购起点是20万元。

相对于普通的小额定存， 大额存单就像
VIP一样，享受的利率更高，期限也很丰富，包
括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1年半、2
年、3年、5年，因属于“无风险”级别，颇受中老
年市民欢迎。

随着利率逐步市场化，未来大额存单或会
成为市场上低风险承受能力人士的主流选择。

银行人士提醒， 如果投资者看重理财收
益，要么提高风险偏好，购买风险更高收益也
更高的理财，比如净值型产品；要么降低对产
品的流动性要求，购买期限较长的产品，大额
存单是不错的选择。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张泽鹏）近日，经建行湖南省分行等
15家银行推荐， 我省136家资信等级较
高、还款能力较强、上游供货商较多、银行
认可程度较高的制造企业，被确定为第一
批配合应收账款融资的供应链核心企业。
这是我省推进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
专项行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一
项有力举措。

中小微企业常因应收账款不能及
时到位，面临资金周转难题。基于供应
链金融的应收账款融资，是指企业以自
己的应收账款为担保， 向银行申请贷
款，银行的贷款额一般为应收账款面值
的50%至90%，可以解企业一时之困。

省经信委、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日

前制定《核心企业配合应收账款融资行动
评估方案》， 定期开展供应链核心企业配
合应收账款融资贡献度评估。评估结果将
作为政府各相关部门对企业实施奖励、政
策扶持以及银行提供金融支持的重要依
据。对拒不履行《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配
合义务的企业，将联合相关部门实施必要
的惩戒。

据悉， 我省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
资专项行动的实施年限为 2018年至
2020年。至2017年12月末，我省在中国
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上的用户达到3523个， 成交金额
906.43亿元。到2020年，力争实现全省
平台用户量与成交金额在2017年基础
上翻两番的目标。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杨淑华）“金九银十” 的消费旺季
已经到来，2018湖南省第四届金秋购物
消费节暨2018（第五届）长沙麓谷汽车文
化节今天在长沙启动， 活动聚焦“新消
费”，开启为期3个多月全省范围的购物消
费盛宴。

金秋购物消费节是我省零售业一
年一度的大型主题购物活动。随着消费
需求持续增长， 消费结构加速升级，从
物质消费时代转向精神消费时代的“新
消费”浪潮不停涌动，第四届金秋购物
消费节以“新消费”为主题，活动将从9
月7日持续到12月4日，涵盖百货、超市、
家电、房产、金融、汽车、医疗、电商等众
多业态。 活动期间将举办新支付购物

节、长沙麓谷汽车文化节、湖南网购节、
扶贫优品精英推介、 湖湘美食文化节、
优选品牌计划、 市州消费节联动、2018
湖南（高桥）第二届酒水食品展销会等
八大主题活动，着力突出一个“新”字，
聚焦消费“新模式”“新战略”“新方式”
“新支付”。

活动现场，商家代表共同签订了《新
消费诚信倡议书》，倡议以“新消费”为理
念，努力提升服务品质，不断深化新消费
内涵，打造特色鲜明的新服务。省商务厅
副厅长肖彬表示，消费节旨在通过组织开
展全省性的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培育消
费热点，激发居民消费热情，扩大消费规
模，推动消费升级，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拉动作用。

� � � �作为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替代者，结构性存款备受投资者青睐，一度迅猛增长，
但近来发行数量及收益率双双下降———

结构性存款为何降温

我省推进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
专项行动实施年限为2018年至2020年，首批确定

136家供应链核心企业

第四届金秋购物消费节启动
聚焦“新消费”，推出八大主题活动，从9月7日

持续到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