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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岁末年初，在资金趋紧、利率市场
化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各大银行
争相吸收存款，纷纷推出理财新品。

降低起购门槛，提高年化收益，热
推大额存单、 智能存款……银行各种
作战招数集中登场， 给客户送上“福
利”。 对于投资者来说，瞅准时机挑选
合适的理财产品，也可有更多“赚头”。

理财门槛普降
“终于退出了P2P， 股票也清仓

了，还是买点银行理财踏实。 ”长沙市
民蔡女士，前些天将手中闲散资金全
部买了银行理财， 年化收益率4.2%，
虽无法与她一度追求的高收益相比，
但她也不用太担心风险了。

还有一个变化， 蔡女士印象深
刻： 银行理财起购门槛已由5万元降
至1万元。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对众多
投资者而言，更加简单从容。

在长沙芙蓉中路一家银行网点
大堂， 记者看到最醒目处摆放着理
财展架， 推介该行最新的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期限、 收益率等等一览
无余， 其中“起购门槛1万元” 字样
被特别标注。 大堂经理介绍， 起购
金额降低后， 一次购买两三万元银
行理财的居民越来越多。

随着资管新规落地，银行理财市

场加速转型。 中信、光大、招行、恒丰、
平安、 华融湘江银行等均已推出1万
元起购的净值型产品。 这类产品在理
财规模中的占比，还在不断扩大。

当高收益投资渠道风险凸显，以
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和其他互
联网“宝宝” 的收益率先后跌穿4%、
3%的关口， 降低身段的银行理财，变
得接地气，亲和力更足。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分行零
售主管行长邓双斌坦言，不少客户在
P2P到期或在股市吃过亏后， 重新来
银行买了理财。 该行近期推出的富盈
计划18178号理财产品， 预期年化收
益率4.7%，1万元起存，就受到客户青
睐。

大额存单发力
大额存单作为银行吸收存款的

另一利器， 利率继续上浮。 其中3个
月、6个月、1年期、2年期和3年期的大
额存单平均利率分别达到1.639%、
1.940% 、2.269% 、3.180%和 4.162% ，
均创下9月以来的新高。

比如，光大银行3年期大额存单，
20万元起存， 利率4.18%，3年到期后
利息可达25080元，且可按月领息，在
银行同类产品中的上浮幅度大，灵活
性强。

华融湘江银行的大额存单，期限
从1个月至5年的产品均有销售，所有

产品利率较基准利率全线上浮55%，
最高收益率可达4.2625%， 较市场大
额存单平均利率高出10个百分点。

银行在大额存单上除上调利率
外，其计息方式等也在不断创新。目前
大额存单实行靠档计息，一般分为20
万元、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不同
档位利率水平不同。 随着市场鏖战加
剧， 利率顶格上浮的大额存单已频频
出现。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零售部副总
经理刘艳玲表示， 大额存单是目前
颇受市民欢迎的存款产品， 保本保
息， 起点金额较低， 利率上浮幅度
大， 锁定中长期收益， 可以提前支
取或办理质押贷款， 兼具稳定性、收
益性和流动性。

融360监测的35家银行大额存单
利率数据显示，11月大额存单利率均
值较10月略有上升。 除了调高定存利
率，还有部分银行增加大额存单起购
档位，使得揽储竞争日趋激烈。

智能存款升温
近两年崛起的民营银行，则不约

而同推出智能存款产品。 这类产品是
比传统定期存款更便利的存款服务，
既有活期的灵活性，又有定期的高收
益，随存随取、年利率普遍能达到4%
以上。

记者了解到， 湖南三湘银行、微

众银行、网商银行、富民银行、苏宁银
行、蓝海银行、众邦银行等多家民营银
行正在力推智能存款。

目前民营银行推出的这类创新存
款产品，大多50元起存，上不封顶，随
时购买，当天起息，支取可实时到账。
通常客户每存入一笔智能存款， 均会
对应一笔定期存款， 从而获得定期的
收益。

这类产品收益如何计算？
以某智能存款为例， 假设客户

2018年1月初在银行存入1万元，存
期3年，年利率为4%，客户在2018年7
月初发起全额支取申请，其实际存入
天 数 为 180 天 ， 可 收 到 本 息 ：
10000+10000*4%*180/360=10200
（元）。

融360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2月5
月， 多数民营银行的智能存款年化利
率在4%以上。

与非民营银行理财产品相比，民
营银行智能存款利率的比较优势明
显。比如，湖南某国有大行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为1.75%， 一年期浮动型理
财预期收益率仅为3.5%。

一位民营银行业务负责人表示，
民营银行与传统银行相比， 受限于营
业网点较少，虽增加了揽储难度，不过
也节省了人力成本， 通过网络渠道推
广，能够更多地回馈客户，提供较高收
益。

经济视野 降低起购门槛，提高年化收益，热推大额存单、智能存款———

岁末年初，银行理财送“福利”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黄利飞）日前，“中联重科杯”第五
届全国吊装职业技能竞赛在长沙
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中国电
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的参赛队伍， 从全国23支
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 夺得国内
“吊装王”荣誉。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 参赛
队伍4人一组，1名起重机操作员
操作设备，1名起重指挥员总体指
挥，2名起重司索把扶吊装标的，
使用中联重科260吨ZCC2600履
带起重机，4人相互配合吊运一个
重1吨的起重机标准构件， 穿过

20多米的“Z”字形障碍通道，最
终精准放置在终点规定区域内。
起重机标准构件上还放了一个装
满了水的杯子。

“穿过障碍通道时，不能碰到
障碍物；水杯里的水不能洒出来；
走完全程控制在20分钟以内。 这
些项目主要考验选手操作起重机
起升、 回转和变幅系统时， 实现
‘稳、准、快’操作的综合能力。”大
赛命题组组长杨建平介绍， 赛事
项目的设置， 考核的都是实际作
业中的关键技能， 如在电厂进行
吊装作业时， 吊运过程中就需要
避开锅炉、墙壁等障碍物。

全国吊装职业技能竞赛
在长举行

�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今天上午， 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在长沙正式挂牌成立。

按照银保监会部署， 全国

各派出机构今天统一举行挂牌仪
式。 湖南银保监局成立， 标志着
银行保险监管体制改革在湖南迈
出了实质性步伐， 全省银行保险
监管事业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湖南银保监局挂牌成立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漆小丽） 今天， 设
在醴陵市王仙镇申熙村的渌江
水葫芦打捞点完成全部打捞工
作， 江面开始恢复清净。 株洲
市河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处
于下游的渌口区渌口水电站打
捞点明天可完成打捞， 上游的
江西省萍乡市目前也已基本控
制住水葫芦“沿江来袭”， 湘赣
两省联手拦截打捞渌江水葫芦
之战全胜在望。

渌江是湘江的一级支流 ，
发源于江西省， 主要流经株洲
市， 在株洲市渌口区汇入湘江。

近段时间， 渌江流域降雨
明显偏少， 水体流动性变差 ，
加之冬日气候反常温和， 导致
渌江流域支流、 小型水体富营
养化， 水葫芦大量繁殖。 10月
中旬以来， 水葫芦经江西境内
萍水、 湖南境内铁河等顺流而
下， 给渌江株洲段造成较大影

响， 并威胁湘江水生态。
从10月21日开始， 株洲市

打捞渌江水葫芦。 12月12日 ，
湖南与江西两省河长办在江西省
萍乡市湘东区开会， 联合部署、
统一协调对渌江流域水葫芦的拦
截打捞工作。 据悉， 这是两省河
长办首次合作， 开创了河湖流域
共治新格局。

湘赣两省河长办约定， 在确
保信息互通共享、 联合监测的同
时， 湘东区萍水流域各个乡镇对
水葫芦分段拦截， 集中打捞； 两
省交界的醴陵断面处实行工程措
施拦截， 确保上游水葫芦、 垃圾
“不出境”； 醴陵市、 渌口区等地
继续大力开展打捞工作。

株洲市河长办估计， 连日
来， 平均每天从渌江打捞上来的
水葫芦数以百吨计， 目前已基本
完成任务。 在湘江株洲段， 该市
也筹集资金700多万元， 加强河
道保洁。

水葫芦作乱威胁水环境

湘赣两省联手护渌江
开创河湖流域共治新格局

村民喜分红
12月16日， 怀化市鹤城

区黄岩旅游度假区大坪村，
村民迎来一年一度的旅游分
红。 大坪村全村284人， 今
年年终分红100余万元。 3年
前， 大坪村利用生态优势资
源， 以入股的方式筹措资
金， 打造了“怀化大峡谷”
景区， 当年实现脱贫。

刘银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