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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
这些银行理财收益最高
□ 本报记者 汪慧
与海南当前气候相似，
银行理财市场同样也是高温不退。
记者走访海口多家银行发现，尽管 6 月的“年中考”已过，但是市面上理财产品、货币基金、特色存款产品的收益率并没
有出现明显下降。具体而言，预期年化收益率 5%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仍不少见，只不过，部分银行发行的高收益率的理财
产品已经售完。
那么，这波涌动的红利潮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对于海南市民而言，除了银行渠道，还有其他哪些理财渠道可以关注？

海南哪家银行理财收益最高？
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海南
各大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一直在走
高。具体来说，从今年 2 月到 5 月，增幅
相对比较平缓，而到了 6 月，大部分收
益率突然从 4.5%左右升至 4.7%，甚至
更高。
6 月份面临年中考核，银行的理财
产品再度上调。6 月初的时候，多家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超过了 5.%，这种热
度一直持续到现在。记者日前在招商
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位于
海口国兴的几家支行网点看到，各银行
的产品单上，有多种收益可观的在售产
品可供选择。
“最近银行理财的收益率确实不
错，算是今年以来最好水平了。”记者日
前在光大银行海口国兴支行营业网点
看到，前往柜台购买理财产品的市民不
在少数。该行的在售理财产品清单上，

记者看到，预期年收益率超过 5%的产
品已经达到一半。特别是新客理财收
益率高达 5.3%。此外，期限一个月、三
个月、六个月的，起点金额 5 万的几款
产品收益率也都达到了 5%。
在招商银行海口国兴支行，记者
也 看 到 了“ 激 情 夏 日 ，高 收 益 理 财 重
磅 来 袭 ”的 宣 传 单 ，其 中 针 对 全 客 群
和针对高净值客户的几款产品收益
均达到 5%。不过，据了解部分产品已
经售罄。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除了针对新客
户和老客户推出高收益理财产品，近日
还在父亲节期间推出期限较短的父亲
节专属理财，收益也到到 5%和 5.1%。
民生银行三亚分行在近日也推出
了多款高收益理财产品，起点金额包括
5 万和 50 万，计息天数则 30 余天、60 余
天和 90 余天不等，收益率都超过了 5%，

部分产品达到 5.3%。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发现，理财专区
都有不少投资者询问或者购买。虽说
中小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优势明显，国
有大行也不甘示弱，理财产品的预期年
化收益率多在 4.5%至 5%之间。邮储银
行位于国兴的支行理财师告诉记者，目
前在售的理财虽然没有达到 5%，但是
收益也非常可观。
日前，普益标准发布 2017 年 6 月
银行理财市场月报，监测数据显示，6
月 451 家 银 行 共 发 行 了 10922 款 银 行
理财产品，发行银行数比上期增加 12
家，产品发行量增加 1434 款。其中，封
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
率 为 4.54% ，较 上 期 上 升 0.17 个 百 分
点。监测还显示，6 月份，31 个省份的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
上涨。

银行理财收益率还会继续走高吗？
理财产品收益持续走高的直接原
因是市场流动性偏紧。业内人士分析
称，银行争夺资金的主要途径即是进行
产品的价格战，因此流动性偏紧后理财
收益率出现明显提升。而导致市场流
动性偏紧的主要原因是央行货币政策
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招行海口分行首席财富顾问郑建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央行年初
将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稳健中
性，
市场上流动性较去年有所收紧，
今年

理财产品收益率逐步上行。
“更主要的是，
每年6月银行年中大考，
银行都会特别缺
钱，
所以6月份理财收益飙升的特别快。
”
虽然说，进入 6 月份，银行理财市
场战火愈演愈烈，很多高收益理财可以
买，随着银行“中考”结束，对于投资者
而言，银行理财能否维持涨势是最为关
注的。
“年中考核眼下是结束了，但这口
气还是不能松，也不敢松。”另一家股份
制银行相关人士说，银行今年发行的很

多理财都是短期产品，新老产品的接
续、兑付压力很大。目前银行间竞争的
压力仍然很大，为了保证或解决流动
性，银行仍然需要维持较高的理财收
益。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虽然当前银
行理财收益依然较高，但是相比年中
“大考”前，多家银行的收益已经开始下
调。年化收益能达到 5.3%及以上的产
品已经不多见，大部分维持在 5%左右，
大银行则更低。

普通人如何理财能实现稳健收益？
银行理财市场也吸引了一些有经
验的投资者。多年股龄的老股民、资深
投资者老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当
下 A 股的行情实在让投资者没办法过
多提起兴趣。
“ 身边有些朋友看到稳定
且收益不低的银行理财产品，对于买股
票的兴趣都下降了很多。”
“我是不打算往股市再投钱了，主
要是心太累了。”同样作为老股民的廖
女士告诉记者，上周她把自己 15 万元
的资金买了预期年化收益率 5.2%的银
行理财产品和 P2P 产品，一年下来收益
也不错，而且又比较保险。
有经验的投资者，在分析市场时，
能理性地转变投资方式。那么，当前市
场行情下，余钱不多的老百姓如何理
财？
郑建认为，普通人不应该寻求理财

收益最大化，而应该寻求在可以接受的
风险下的合理回报。当前市场上的理
财工具很多，风险各有不同，有的甚至
销售人员都分辨不出其中的风险，因
此，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分散投资的
资产配置理念，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如
果你是一个小白客户，建议从银行理财
和基金定投开始，等你积累了一定的投
资经验，你的投资范围可以越来越广，
可以采用组合的形式进行打理。”
郑建说，
“ 以我自己为例，我使用
35%的资产购买银行理财，收益稳健兼
顾流动性，35%购买债券基金，把握债
券市场反弹机会，20%购买 A 股基金，提
高组合收益预期，5%买欧股基金，5%买
黄金，用于平衡组合净值波动，这样做
出来的组合以过去 15 年历史看我的预
期年化收益在 7%，年化回撤极大概率

在 5%以内。我认为这样的收益率对我
来说还不错，而且市场不好亏掉 5%我
也不会担忧。可以拿得住，赚长期的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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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农商银行承销的
国美控股集团
债权融资计划成功发行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李明镜）
近日，由海口农商银行与河北银行共同申报
的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融资计划在
北金所成功挂牌发行，帮助国美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从市场募集资金 1 亿元。本次发行
成功的债权融资计划是海口农商银行首次
作为副主承销商的债权融资业务，也是国内
首单由两家银行共同承销发行成功的债权
融资计划产品。
债权融资计划是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指定交易平台——北金所推出的一
款创新融资工具，是以非公开方式挂牌募集
资金的债券类固定收益类产品。
2016 年 12 月，海口农商银行通过北金
所的综合考评，取得了债权融资计划副主承
销商业务资格，得到了交易商协会的肯定，
也成为了海南省内唯一一家获得债权融资
计划副主承销商业务资格的银行法人机
构。截至目前，全国仅有 5 家农商银行成功
发行债权融资计划。
2017 年以来，海口农商银行积极开展
优质客户筛排，主动了解企业融资需求，本
次债权融资计划的成功发行，是该行承销业
务创新发展的新起点，将有利于进一步拓宽
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优化融资结
构，增加资金运用的灵活性并降低借款成
本，实现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
今后，该行将进一步加强与监管部门及
交易商协会的沟通，响应人民银行关于金融
发展稳中求进的总体基调，坚持去杠杆和降
成本的金融服务思路，充分发挥银行间市场
功能，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开发更多有
竞争力的金融创新产品，优化海南省内金融
资源供给环境。

海南农行 137 亿元
为发展添动力
本报讯 （记者 汪慧 通讯员 陈文成）
近日，农行海南省分行借助“美好新海南、
投资新机遇”为主题的 2017 年海南“招商
盛宴”，与多家企业成功签订了 137 亿元的
银企合作协议，为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助力全域旅游发展，加快融入地方，夯实自
身可持续发展基础增添了澎湃动力。
农行海南省分行本次签约项目，充分
体现了“大、特、新”三大特点。在“大”方
面，仅与海口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合作协议意向金额就高达 80 亿元，将大力
支持该司“海口万达城”项目建设；在“特”
方面，与海南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开发公司
签订 30 亿元意向类合作协议，支持该公司
陵水县黎安镇北部黎安港“海南富力海洋
欢乐世界”项目建设，打造特色品牌；在
“新”方面，与山东高速海南发展公司签订
27 亿元意向类合作协议，着力支持海南洋
浦经济开发区石化新材料、新沥青生产装
置、新贸易融资项目等。

邮储银行三亚分行
公司存款突破45亿元
本报讯 （记者 汪慧）截至 2107 年 6 月
30 日，邮储银行三亚分行公司存款业务时
点余额达 45.27 亿元，创历史新高。
邮储银行三亚分行积极与国土局、拍
卖公司、万科地产公司、保利地产公司等单
位积极对接，深入营销国土土地拍卖市场，
6 月份共进账国土土地保证金 4 笔，金额共
计近 10 亿元，公司存款今年累计净增 11 余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