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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刘银
艳）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日前出炉的
《湖南省2018年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动
态与分析》显示，我省第二、三产业的用
工需求仍占主体地位， 所占比重达到
95.74%， 其中制造业用工需求量最大，
占总用工量的32.52%。

数据显示， 我省三季度人力资源市
场供需双方均有所回落，供需数据同比、
环比均呈下降趋势。 本季度全省各类用
人单位共提供空缺岗位48.84万个，比上
季度57.09万个减少8.25万个；求职总人
数为39.06万， 比上季度43.72万人减少
4.66万人。

从产业需求情况看，一、二、三产业
用工需求比重呈三、二、一排列。本季度，
第一产业用工需求所占比重为4.26%，
第二产业用工需求所占比重40.60%，第
三产业用工需求所占比重55.14%。制造
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
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建筑业的用人需求
总数为35.96万人，占整个市场空缺岗位
总量的73.63%。

本季度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比重
占48.76%， 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均下
降了4.72个百分点。 数据虽有回落，但
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仍是重中之
重。

为满足客户高收益和流动性兼得的需求，越来越多的银行推出理财产品转让业务———

银行理财产品“转让”为何升温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常， 期限较短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较
低， 收益稍高的产品期限又在一年左右， 甚至
更长。 投资者购买了较长期限的产品， 一旦紧
急用钱， 便会遇到无法提前赎回的尴尬。

“高收益” 和“流动性” 能否兼得？ 面对
这样的痛点， 越来越多的银行尝试通过“转
让” 的方式来解决。 投资者如果持有理财期间
急需用钱， 可将产品挂在银行平台上并自主设
定转让价格， 有买家在约定时间内确认购买，
卖方当天就可以收回资金。

理财转让需求升温
在长沙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上班的彭娟， 信

奉“不要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 将手中近50
万元的积蓄分散投资股票、 基金、 P2P等产
品， 收益不错。 不过今年以来， 随着理财市场
变化， 特别是考虑到亏损加大的风险， 她全部
退出了股票和P2P， 重新开始买银行理财。

彭娟新买的一款银行产品， 是从一家银行
的理财转让专区挑选的。 产品期限162天， 预
期年化收益率4.49%， 比同类型产品的收益要
高出10%， 而期限要短一半。 这也恰好符合她
对收益率和流动性的要求。

11月28日晚上9时， 记者登录一家银行手
机APP， 看到理财转让区产品成交颇为活跃。

其中， 部分收益率较高的产品在数分钟内
就可以完成转让， 投资者需要不断刷新才能抢
到。 比如， 一款转让金额为40.8万元的产品，
理财周期为182天， 剩余期限36天， 年化收益
率达到4.2%， 很快就被抢购。

受“资管新规” 影响， 银行理财产品出
现新变化： 一类多为极短期的类货币基金的

产品； 另一类期限变长， 普遍一年以上。 在
此情形下， 彭娟这类客户看重收益， 也希望
更有流动性， 对中长期理财产品的转让需求
不断升温。

目前， 推出理财转让业务的银行有中信、
浦发、 招行、 浙商银行等。 在银行设立的转让
区， 产品标的额从几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一
些被转让产品的剩余存续期， 已不足一月， 也
有还需封闭半年以上的产品。

如何快速转让变现
银行理财产品如何快速转让变现？
记者了解到， 目前已开通理财转让业务的

银行， 主要有两种转让途径， 即转让者自行找
到“下家” 定向转让、 银行线上平台撮合找到

“下家”。
转让者自行找到“下家”， 联系到愿意

“接盘” 产品份额的投资者， 双方约定好转让
价格后前往线下网点， 即可办理转让手续。 另
一种途径则是转让者通过网银等线上平台， 以
一口价或者竞价的方式挂单。

以浦发银行“理财产品转让” 为例， 如果
客户持有该行固定期限类银行理财没有到期，
可以自己找“下家” 通过银行柜面定向转让，
或委托银行找“下家” 通过网银线上转让， 买
卖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转让价格。

银行理财刚性兑付打破后， 产品净值化转
型加快。 备受投资者关注的净值类理财， 每日
收益呈一定的波动性， 是否也能转让？

据了解， 目前浦发等银行的转让功能， 已
能支持部分净值类理财转让， 通过下载银行
APP， 在手机上可轻松办理。

转让理财还可能要支付一定的手续费。 以
某股份制银行为例， 如果是客户自己找“下

家”， 银行收取手续费50元/笔； 如果是委托银
行找下家， 银行则收取转让金额的0.1%。

不过记者注意到， 由于理财转让业务在推
广期， 目前中信银行等大部分银行免费搭平
台， 不收取任何费用。

需要提防潜在风险
业内人士表示， 适合转让的银行理财产品

是期限较长的低流动性封闭式产品。 流动性较
高的产品如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产品、 开放式净
值型产品， 都不适合做份额转让业务。

从目前银行展示的转让产品类型来看， 有
几大特点： 被选中的产品通常只能是该行自身
发行的理财产品； 产品的债权债务关系比较明
确； 产品的投资方向比较明确， 有充分的信息
披露。

在银行理财收益下行趋势下， 投资者在
转让市场寻觅高收益产品时， 对相关信息须
慎重判断。 融360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
银行理财收益率下跌0.07个百分点至4.36%，
为近18个月新低。 这也是理财转让走热的因
素之一。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零售主管行长
邓双斌提醒， 挑选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 需关
注产品剩余期限与预期收益率； 对于净值型理
财产品， 需关注产品剩余期限、 历史以来净值
变化情况、 业绩比较基准及收益分配、 产品风
险等级。

此外， 从目前银行理财转让市场来看， 转
让者只能在银行自建的交易平台内部转让给其
他“下家”， 尚不能跨行转让交易。 转让者大
多有较强流动性需求， 为在短时间内完成交
易， 或会折损部分收益。 对于存在的折价风
险， 转让者也应留意。

12月3日，技术人员遥控200吨重载工业
移动机器人进行运载作业。日前，国内首台重
载工业移动机器人在长沙雨花经开区研发成
功并交付使用。 这台由湖南驰众机器人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重载工业移动机器人长8米、
宽6米、高1米，自重30吨，可负载200吨，4个
驱动单元实现前进、后退、横移、原地自旋全
向行走，爬坡能力不低于5%，最大行走速度
可达每分钟25米。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熊辉 摄影报道

国内首台
重载工业移动机器人

投入使用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见习记者 肖
畅 通讯员 谢雨 余杜）近日，随着湘潭
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华阳国际
产业投资集团共同投资建设的生物饲料
厂竣工投产， 标志着国内首个杂交构树
全产业链项目正式运行。

杂交构树，又名蛋白桑，是中科院和
中国林科院植物学专家培育出的新品
种，既是造纸和织布的上等原料，又可作
为生物质能源， 更是一种优质的木本饲
料原料。

去年4月， 湘潭产业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与华阳国际产业投资集团签
署了《万亩杂交构树生态产业项目合作
协议》。截至目前，年产1000万株“中科

一号” 优质种苗的种苗基地、10000亩
种植基地、年产20万吨的生物饲料厂均
已建成。

华阳国际产业投资集团负责人介
绍，项目实现了当年投资、当年建成、当
年投产的目标任务， 并在种苗培育和生
物发酵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年产值
可达6亿元， 年利税5000万元以上。目
前，年产30万头无抗生猪养殖基地正在
加速建设。

下阶段，湘潭市将利用3年左右的时
间， 在全市推广种植杂交构树5至10万
亩， 并让建档立卡贫困户直接参与构树
种植，打造湖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和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

三季度我省制造业用工需求
占总用工量32.52%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记者近日从长沙市人社
局获悉，长沙已确定蓝思科技（长沙）有
限公司、晟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29家
企业，为第一批长沙市就业扶贫基地（已
评为省级就业扶贫基地的企业不再重复
评选）。

组织引导农村贫困劳动力到就业扶
贫基地就业，是推进就业扶贫、开展劳务
协作的重要内容。据介绍，长沙市申报创
建就业扶贫基地的企业，需具备愿意接收
各级人社部门推荐的贫困劳动力就业，每
年能提供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岗位数
不少于30个； 能稳定贫困劳动力长期就

业； 与贫困劳动力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合
同期限至少在1年以上； 能够按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费等条件。

长沙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数量较多、稳
岗效果较好、 就业扶贫工作成效明显的
就业扶贫基地，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将于
每年度末从中择优评选20家用人单位
作为“长沙市精准就业扶贫爱心单位”，
给予每家10万元的以奖代补资金。

据了解， 作为省会城市及主要劳务
输入地，截至目前，长沙市已有省、市就
业扶贫基地单位共67家， 将持续为贫困
劳动力提供岗位2000个以上。

长沙公布首批29家就业扶贫基地
优秀爱心单位可获1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

国内首个
杂交构树全产业链项目投产运行

经济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