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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春节假期结束， 银行理财产品恢复发
行。与节前相比，银行新推出的理财产品收
益率普遍走低。统计显示，目前平均收益率
在4.2%左右， 比春节前下降了约0.2个百分
点。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未能赶在春节前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者，仍可对手中的闲钱进
行周全的理财规划。

如，想踩住“春节行情”的尾巴，可挑选
依然在售、尚未起息的“春节特供”产品；对
流动性要求不高的投资者，可购买中长期净
值型理财或大额存单；若想流动性和收益率
兼具， 不妨考虑货币基金等现金管理类产
品。

少量“春节特供”产品在售，
投资者仍可挑选

“还有春节特供理财产品吗？”2月11
日，市民蔡女士走进长沙三一大道一家银行
网点，开门见山地问询银行理财经理。

得知还有一款在售产品，年化预期收益
率4.5%，13日开始起息，她果断买入了20万
元。

银行发售的“春节特供”概念产品，最大
的卖点在于相对较高的收益率。

普益标准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月1
日至2月4日， 共有32家银行发行87款带有

“春节”或“新春”字样的“春节特供”银行理
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38%。与在售
的同类银行理财产品相比， 收益率要高出
0.1至0.3个百分点。

这类产品春节前夕发售的理财产品，大
部分都是在节后起息，产品的募集期可以长
达10天甚至更久。对此有偏爱的投资者，眼
下仍可挑选那些募集期较长的产品。

记者了解，目前省内部分股份制商业银
行、城市商业银行尚有少量此类产品在售，
年化预期收益率普遍在4.5%左右。如，长沙
一家银行推出的丰利系列产品（春节
特别款），182天期限，5万起购，参考年
化收益达到4.69%。

华融湘江银行湘江新区
分行零售主管行长邓双斌分
析，银行“春节特供”产品
通常有额度限制，还
有购买时点要求，节

后再买已是“可遇不可求”，投资者碰到此类
中意的产品，可以优先买入。

净值型理财产品升温 ，可
组合配置

从季节性因素来看，春节期间银行间流
动性收紧，银行理财收益率相对稳定，但是
节后由于流动性趋于宽松，收益率难免继续
下跌。

政策层面，伴随资管新规的落地推进，
银行理财打破刚性兑付， 保本理财和90天
内封闭式理财要彻底退出，净值型理财产品
持续升温，未来银行理财收益率难有大的回
升空间。

2月11日，记者查看了十余家银行官网
上的理财产品，发现大部分理财产品给出的
预期收益率都在3.0%-4.4%之间，难觅预期
收益率5%以上的产品。在售产品中，净值型
产品均摆放在显眼位置，收益率相对较高。

据统计，2018年商业银行
净值型理财产品发行4481款，
相比于2017年的1183款， 发行
数量增长近3倍。

“净值型产品有些显示业绩
比较基准，比如4.7%、4.95%，有
些显示最新净值， 比如

1.11、1.06， 其实这两种产品只是形态不一
样，本质是一样的。”恒丰银行长沙分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一般固定期限的净值型产品用
业绩比较基准来显示收益，定期开放的净值
型产品用净值来显示收益， 与基金类似，其
收益是浮动的。

这位人士建议，投资者若对流动性要求
不高， 中长期净值型理财产品是不错的选
择。净值型理财产品可能比预期型产品收益
更高，因为超过一定的业绩回报后，投资者
和银行会有收益分成。

净值型产品打破刚性兑付，可能获得超
额收益，也存在损失本金的风险。投资者应
根据此类产品的风险等级，购买适合自己的
产品。

大额存单受青睐 ， 买入可
提前锁住收益

“3年期的大额存单也买了一点，
4.2625%的收益挺不错的。”11日，在长沙芙

蓉路某银行网点，市民
黄女士在比对多个产
品后， 认购了20万元3
年期大额存单。

这家银行发行的
面向个人的大额存单
有多种期限，利率均在
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55%，起购金额20万元，
购买当日起计息。其
中，3个月、6个月、1年、

2年 、3年 的 执 行 利 率 分
1.705% 、2.015% 、2.325% 、
3.255%、4.2625%。

省内多家银行透露，从
去年底至今，银行集体上调

大额存单利率， 由原来的基准利
率上浮30%至40%， 调整为上浮
40%至55%，20万元起购；此外，部
分银行还推出了100万元起购的

“超级大额存单”。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理财经理

褚桂花介绍， 春节前往该行咨询
并购买大额存单的市民明显增

多。近期央行全面降准之后，投资者对未来
理财收益预期有所下降， 更看重稳健安全，
大额存单可以帮助提前锁住收益。

由于看好大额存单业务，一些银行还进
行了全渠道覆盖营销，并推出了按月付息的
策略。如，长沙一家农商银行向客户群发短
信：“大额存单限时抢购，5年期20万元，每
月领 710.42元；5年期 100万元， 每月领
3552.08元。比房租还稳定，赚钱更轻松！”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陈晖莉）新年上班第一天，满载山河智
能设备的100多辆运输车，浩浩荡荡驶出山
河智能工业城。 这些总价值达1.2亿元的工
程机械设备将奔赴各地， 投身于重点工程
建设。

近年来， 山河智能立足装备制造，围
绕工程装备、特种装备和航空装备，取得

了良好成效。 山河智能总经理夏志宏介
绍，2018年，在“强差异、增效益、增体量，
实现企业腾飞”的经营方针指导下，山河
智能全年稳健增长， 取得了可喜成绩 。
2019年，山河智能将继续坚持先导式创新
发展路线， 全力打造品质卓越的设备，辅
以周到及时的服务，为广大用户创造更大
价值。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甘丽莎 唐
颖）“这个服务很贴心、很智能！”今日下午，长沙火车站候车
室，准备乘坐K577次前往成都的旅客王馨、王露，在使用车
站的“智能厕所”后，称赞不已。

今年春运， 长沙火车站在全省火车站率先推出厕位智
能引导系统，为旅客提供更为方便的如厕体验。

记者看到，车站候车室卫生间门口，一块大屏幕上分别
实时显示着男女卫生间内的空间平面图， 以及每个厕位的
使用情况。其中红灯显示为“有人”，绿灯为“无人”，旅客可以
在进入卫生间前就了解厕位使用情况。

长沙火车站客运科科长彭治军介绍， 车站近年来加强
了各项智能化、人性化服务。今年春运，长沙火车站在广州
局集团管内率先启用了“厕位智能引导系统”，对候车室的4

个卫生间进行智能升级，有效引导旅客便捷使用卫生间，避
免了门口排长队现象。

节后如何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兰荣 ）今天一大早，衡阳市珠晖
区茶山坳镇堰头村里喜气洋洋， 全区26家
助力“乡村振兴”优秀农业企业在此受到表
彰，并获得总计1590万元的奖补资金。

近年来，珠晖区先后制定《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以奖代补”实
施细则》和《乡村旅游业发展扶持引导资金
奖补办法》，吸引一大批企业家积极投身珠
晖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 激发了农业企业
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当前，珠
晖区农业农村各项事业均取得巨大进步，

2018年，该区圆满承办全国“一村一品”暨
产业扶贫现场交流会， 实现衡阳市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零的突破， 品牌田园综合体
“金甲梨园”也入选全国百个乡村旅游精品
景点。

获奖企业家代表、衡阳市楚芳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芳社说，这几年响应
政府号召回乡创业， 他既是家乡建设者，也
是家乡美、家乡富的见证者和受益者，这一
次受到表彰让他备受鼓舞，下一阶段将着力
在挖掘珠晖山水、文化资源上下功夫，带动
更多老乡共同致富。

珠晖区表彰助力“乡村振兴”优秀企业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温小林)“党的十九大和习总书记支持
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讲话， 为发展个
私经济指明了方向……”2月11日， 在新田
党建主题公园， 党史专家正在给该县个私
协第六党支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新春
心向党”教育课。

为增强广大个体私营企业党员的党性意
识，提升他们推动企业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
能力，今年，新田县决定组织个体私营企业党

员开展“新春心向党”系列活动。11日上班第一
天，该县党史专家、各级党务工作者，组织广大
个体私营企业党员上“新春心向党”教育课，引
导他们讨论如何尽职尽责推动个体私营企业
党的建设，实现企业发展壮大。

当天，该县分散在123家企业、个体门
店和专业合作社的近600名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参加了学习。大家纷纷表示，“新春心向
党”教育课很及时，收获颇多，一定牢记使
命，努力奉献，做一个合格党员。

新田个私企业党员
上“新春心向党”教育课

山河智能1.2亿元订单全球发车

春运进行时
长沙火车站推出“智能厕所”

旅客可实时获悉每个厕位使用情况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刘彬） 长沙市公安局今天对外通报，
春节期间（2月4日至2月10日），长沙公安机
关严打严防各类违法犯罪， 广大民警坚守
岗位，保障春节期间社会大局稳定，刑事、
治安警情同比去年分别下降21.1%、10.9%，
全市未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据了解，春节期间，长沙公安机关每天
确保5000余名警力坚守岗位， 着重加强了
社会面防控，以“星城快警”平台为依托，在
街面、商场、景点、车站等公众聚集场所布
置警力，加强管控，增加群众安全感。针对

春节期间集中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况，长沙公
安依据长沙中心城区禁止和限制燃放烟花
爆竹的通知要求， 多次组织开展安全检查，
加强对烟花爆竹销售、运输、燃放等环节的
安全管理。

为确保市民春节期间的出行安全，长沙
公安机关启动“全警支援交警，城市支援农
村”交通管理机制，在各重要复杂路段，派驻
警种和分局警力支援交警， 与交警联勤联
动，加强返乡、回城两大高峰期关键节点的
道路交通管理， 确保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

刑事和治安警情“双降”
春节期间长沙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漫画/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