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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6月以来，随着建行、工行、交行、兴业等
银行旗下理财子公司陆续开业，银行系理财
子公司“1元理财”产品开售了。

相较于银行自营的理财产品，理财子公
司理财产品1元起购，投资门槛更加“亲民”，
投资范围更为广泛。这类产品作为未来银行
理财市场的主流，投资者如何从中挑选合适
的产品？

“1元理财”产品问世，银行
理财不再“高高在上”

“1元起就可买理财，银行越来越接地气
了。” 在长沙市芙蓉区一家银行网点办理完
理财业务的钟莎感慨，银行理财不再“高高
在上”。

银保监会早前发布资管新规，将公募理
财产品的投资门槛， 由此前的不低于5万元
大幅下降到不低于1万元。 新面世的理财产
品，购买门槛降至1元，为一大看点。这也意
味着更多普通投资者可以参与到银行理财
中。

按照监管规定， 银行理财子公司成立
后，将履行“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职责。对
银行理财子公司而言， 除公开上市的股票、
债券等标准化资产外，理财子公司还可投资
于未上市股权、收益权等非标资产。

对于投资人来说，认购银行理财子公
司产品也更为方便。在面签要求上，首次
购买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的客户，要
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既可以在网点进
行，也可以通过电子渠道完成。而根据理
财新规，首次购买银行自营理财产品的投
资者，只能在本行网点进行风险承受能力
评估。

省内多家银行人士透露，银行理财子公
司是独立主体，其理财产品既可在银行母行
销售，也可在互联网渠道、理财子公司自身
渠道销售。

新产品全面净值化 ， 收益
不再“保本”

“过去客户到银行买理财产品，预期年
化收益率可能是4%或5%， 到期时基本上会
据此来兑付。净值化管理之后，产品净值每
天每月是波动的，每天赎回的价格都可能不
同。”兴业银行长沙某支行负责人介绍。

净值型理财产品是以封闭型为主的银
行理财产品交易形式。与传统非净值理财产
品相比，净值型理财产品的运作模式与基金
类似，收益不确定，以产品净值的形式定期
公布，投资者购买产品前无法预知产品实际
收益率。

银行系理财子公司的另一大看点，正是
产品全面净值化，收益不再“保本”。

记者登录多家银行官网发现，目前首批
银行理财子公司推出的均为净值型理财产
品，业绩比较基准4%-8%，风险等级为PR3
（风险适中），且产品期限较同类银行理财产
品期限普遍更长。

如， 工银理财推出的3只固定期限产品
分别为736天、1828天、1099天；3只无固定
期限产品，开放频次亦相对较低，多为季度
或年度。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杨慧敏
认为，由于净值型产品的波动较大，理财新
品设置期限若较短， 或导致客户频繁赎回，
不利于资产净值管理。

“资管新规要求理财业务回归本源，净
值型理财产品相对来说期限会长一些，这也
是创造更好的盈利能力所必须的。” 华夏银
行长沙分行零售业务部总经理颜凯分析。

挑准适合自己的产品，投资
选择应更理性、科学

打破刚性兑付的银行理财产品，“卖者
尽责、买者自负”。

省内多位银行人士提醒，投资者在挑选
新产品时需特别关注“理财产品说明书”，仔
细阅读并熟知相关条款，尤其要重点了解产
品类型、风险等级、投资对象（所投资产）、投
资管理人、发行方式、期限、认购起点金额、
业绩比较基准以及相关的销售手续费率。

其中， 业绩比较基准应是关注的重点。
根据一款理财产品过往的业绩或者本类别
的所有产品的历史业绩，对其可能达到的收
益率做出预估，给未来收益设置“小目标”，
即是业绩比较基准。

“业绩比较基准只能作为收益率的参考
值，真正的净值型产品的收益率会随市场波
动。”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零售业务部总经理
颜凯表示，业绩比较基准虽不再作为到期收
益高低的参考标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了管理者对产品投资的信心。

记者采访了解，不少投资者购买理财产
品并没有认真阅读“理财产品说明书”，往往
是在银行理财经理推荐下， 根据产品收益、
期限等因素来做决定。随着银行理财全面净
值化，起购门槛虽降低了，但投资者的选择
也需要更加理性、科学。

如，有银行理财子公司计划布局大湾区
指数、科技创新类等多元化产品，而这些和
资本市场密切相关的产品可能收益率波
动会较大，非常考验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投
资能力。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也面临新的挑
战：须根据自身需求、风险承受能力、市场
趋势来选择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合理配
置资产。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陈新 通
讯员 雷晓芸）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
获悉，6月25日， 由中交一公局集团桥隧公司承
建的长沙市最长地铁线———长沙地铁6号线湘
烈区间实现双线贯通。 这是地铁6号线最先施
工、最先实现双线贯通的区间，共历时18个月，
标志着长沙地铁6号线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施工方介绍， 湘雅医院站至烈士公园南
站区间，全长1160米，始发段下穿砂卵层，长
距离穿越板岩层后， 通过破碎段再进入泥质
粉砂岩层，需穿过省博物馆、烈士公园等多处
重大风险源。为保证施工安全，项目团队对区
间影响范围内的管线、 建筑物进行全方位无

死角摸排调查、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风险管
控措施，实现风险降级。其间，先后召开30余
次专家论证会， 对重要风险源采用静力水准
仪自动化监测、自动化振动效应监测，特别是
在下穿省博物馆过程中， 采用高灵敏的加速
度和速度传感器， 建立地铁施工过程的振动
效应监测平台， 监测盾构掘进过程中的振动
效应，实时监控对地表建筑的影响，确保了建
筑物及国家文物的安全。

长沙地铁6号线呈东西走向， 全长48.11
公里、设34个站，是长沙线路最长、站点最多、
换乘站最多的地铁线路， 将成为长沙市目前
唯一一条可直达黄花机场航站楼的线路。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彭小云）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省
自然资源厅在长沙举办了2019湖南省第四
届自然资源管理创新研讨会。随着《湖南省
国土空间规划提升完善方案》 的印发实施，
我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
南，做好国土资源空间规划对应对经济社

会发展与资源短缺等问题有重要意义。研
讨会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设计、建造和
规划学院主任彭仲仁指出，科学合理的国
土空间规划，需要科学驱动、数据驱动和
政策驱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郑德高认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是三
个维度，即生态可持续、经济可竞争、人文
有魅力，建设好每一个维度，才能既提升

城市都市圈的竞争力，构建起山清水秀的
良好生态。

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南京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甄峰、湖南
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魏春雨等专家学者，还分
别作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变与不变》《智慧国
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科学与
不确定的经验》等主题演讲。

经济视野

“1元理财”，投资者如何挑选
长沙地铁6号线迎来
首个双线贯通区间

全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进一步优化

湖南日报6月2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吴文捷）新华保险日前向益阳环卫工人
黄女士的家人支付10万元人身意外伤亡理
赔金。这是新华保险2019年启动的“关爱全
国环卫工人大型公益行动”在益阳落地后，完
成的首例环卫工人意外伤亡理赔案。

黄女士是益阳一名环卫工人，5月中旬，在

作业过程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接到当地城市
管理局报案后，新华保险益阳中心支公司立即
开展事故核实和理赔资料收集工作，启动绿色
理赔通道，向黄女士家属赔付10万元。

据悉，自5月起，新华人寿保险公益基金
会向益阳市2356名环卫工人捐赠了总保额
为2.56亿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新华保险完成益阳首例
环卫工人意外伤亡理赔

“扶贫车间”促就业
6月26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塘冲村制衣厂扶贫车间，村民在生产订单产品。今年来，

该县通过内引外联、政策扶持等方式，引导企业创办以制衣、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类型为主
的城镇式、厂房式、居家式、合作社式“扶贫车间”，带动了近千名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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