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理财：

理性看待净值波动

近期，有多家银行上线端午节专属理
财产品。据观察，这些产品大多为中低风
险，期限从3个月、半年到一年不等，预期收
益率从3.75%至4.5%不等，与平时发行的产
品相比略有优势。

那么，这样的收益率，投资者是否
满意？不少有多年固定收益类产品购买
经验的投资者感慨，一直以来自己的投资
风格偏好稳健，买银行理财为主，如今收
益一路走低，还不保本了，心里难免多了
一些忐忑。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表
示，过去银行发行的都是预期收益型产
品，长期处于刚性兑付模式，导致银行理
财投资者风险意识普遍较差。但理财产
品向净值化转型之后，产品不再保本、收
益率不再固定，投资者今后购买理财产品
需要转变思路，提升理财经验和风险意
识，闭眼买理财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如果
投资者较为保守，忍受不了任何本金亏
损，今后就只能考虑银行存款这类无风险
产品；如果投资者能承担较低风险，可以
购买银行中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如果投
资者追求更高的收益并能承担较高风险，
可以购买银行中风险或中高风险等级产
品。”刘银平进一步指出。

债基：

稳健但配置比例可降低

对于固定收益投资者来说，此前较长
一段时间内，在银行理财收益率逐渐走低
的背景下，为了追求“稳稳的幸福”，债基成

为了较好的投资标的。不过，5月份以来，
几乎所有债基投资者都面临着投资收益有
一定亏损的情况，甚至有投资者进行止损
操作。面对较大幅度的下跌，投资者不可
谓不恐慌。

与此同时，随着股市的走强，“弃债转
股”声音渐起。

格上财富高级宏观分析师张婷表示，1
至4月，受益于央行的流动性预防式大幅宽
松以及经济数据大幅下行，债券表现很好；
但进入 5月以来，在经济数据好转、央行货
币政策微调以及国债地方债大幅供给的背
景下，债市经历了一波调整。

“对债市而言，接下来央行仍会维持
宽松，但不会大水漫灌，会进行多频率微
调，从宽货币转向宽信用，利率债大概率
会呈现震荡，趋势性行情有限，可以参与
波段机会。”张婷进一步指出，在宽信用
背景下，信用债的机会大于利率债。未
来债基的收益区间收窄，年化收益大概
率在 3%至 5%，仍可以作为一种稳健的资
产配置类别，但配置比例可以适当降低。

股市：

大概率仍是结构化行情

6月 24日，端午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上证综指收盘报 2979.55 点，涨幅为 0.3%；
深 证 成 指 收 盘 报 11813.53 点 ，涨 幅 为
0.17% ；创 业 板 指 数 涨 0.02% ，收 盘 报
2382.47点。

麻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表示，
市场上资金较为充足，对于风险偏好积极
型客户，可以加大权益类产品投资。

张婷认为，下半年面临的是“盈利弱复
苏+流动性维持宽松”的宏观环境，股票类
资产仍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但在全年

以稳为主的基调下，需求端很难大幅发
力，而在保就业以及脱贫攻坚的政策底线
之下，经济弱复苏的趋势仍会延续。因
此，在此背景下，A股市场大概率仍会呈现
结构化行情。

另外，从增量资金来看，今年外资以及
公私募等机构是主要的增量资金来源，爆
款基金涌现，未来增量资金仍会持续流入A
股。在机构投资者为主要增量资金的背景
下，企业盈利的稳定性以及确定性仍会是
资金流入的方向。

张婷建议，可以关注三方面：一是在流
动性充裕、新基建政策利好以及科技成长
相对景气度提升的背景下，科技成长板块
仍然是今年布局的主线，但鉴于当前部分
个股估值已经很高，接下来选股难度会相
应增大；二是优质的消费（必需消费品以及
可选消费品）行业龙头个股、食品饮料部分
个股估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而汽车、家
具、家电等可选消费的业绩弹性相对更大；
三是旧基建、老旧城区改造以及房地产竣
工产业链的行业，比如化工、建筑材料、建
筑装饰等。另外，随着经济数据的好转，银
行、地产等权重个股有估值修复空间，但很
难大幅拉升。

黄金：

金价或呈现谨慎上涨

年初以来，金价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
涨幅，不少人已“解套”。有分析认为，长远
来看，黄金保值增值潜力巨大，但短期风险
已经较高。

对此，张婷分析，黄金从 4月中下旬以
来一直保持高位震荡，与此对应的是美国
十年期国债实际收益率也处于底部震荡阶
段，这也是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海外疫
情二次暴发加快之后，黄金可能会有小幅
表现，但空间有限。

卓创资讯在研报中也指出，随着西方
国家逐步放松隔离限制，新冠肺炎疫情二
轮冲击将是考验。如果不出现大的反复，
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或逐步消减，金价或
呈现谨慎上涨，毕竟超低的利率、充沛的流
行性，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推动黄金上
涨的同时也会推高股票等风险资产，从而
冲击黄金的避险需求。因此，对于更为长
久的金价上涨，更应寄希望于对高企的债
务压力担忧、超低利率带来的通胀预期和
保值需求。 （吴林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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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钱该投到哪里去？

关注 农商行

热点 关注

玉山

“链”思维培育产业集群

11个链长对接 11个重点产业，11个重点

产业抱团入驻“十园一基地”，34个在建项目每

天调度建设进度……连日来，玉山县以推进

“产业链链长制”工作为抓手，链式招商、链式

入园、链式发展，培育壮大产业集群，迸发工业

发展强劲动力。

为了培植优势产业，增强产业集聚能力，

玉山县创新“产业链”招商理念，科学编制产业

链招商的中长期规划，成立20多支小分队，“走

出去”千方百计引进一大批龙头项目、关联项

目、骨干项目，推动项目建设向产业集聚转变、

向注重质量转变、向产业间相互关联转变。对

于引进的重大产业项目实行“五个一”推进机

制，即“一个项目，一名县级领导，一个责任单

位，一名责任人，一抓到底”。江西南方水泥、

红马钢构、光电产业基地、中房金然、万景众创

城、电子信息产业园、纬科新材料等7个“5020”
项目和德隆防水布二期、星伟体育等一批行业

龙头企业先后竣工投产。 （吴德强）

“社会保障卡 走进千万家”

主题宣传进社区

端午节三天小长假，社保卡服务不停歇。

6月 27日，由南昌市人社局主办，西湖区人社

局、市人社信息中心承办，桃花镇人社所和交

通银行江西省分行协办的“社会保障卡 走进

千万家”社保卡主题宣传活动在南昌市西湖区

老洲村委会举办。

活动现场，布置了业务咨询区、金融激活

区、电子社保卡签发区和礼品发放区等四个专

题服务区。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社保卡应用功

能、用卡安全常识、电子社保卡的签发和应用，

以及社保卡金融功能优惠措施等内容进行广

泛深入宣传。在疫情防控期间，活动现场特别

邀请了医务人员做好防疫工作，现场设置警戒

围栏，做好秩序维持。下一步，南昌市人社局

将在推进社保卡制发全覆盖的基础上，着力推

动社保卡的全面应用工作，打造社会保障“一

卡通”服务管理新模式，真正实现“人手一卡、

一卡多用、全市通用”，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武 芸）

中航信托

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中航信托以

“非接触式”宣传教育方式为主，依托互联网平

台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教育活动。针

对老年人、学生等群体的特点以及当前社会上

“校园消费贷”“老人养老理财”“电信诈骗”等

典型案例，中航信托自主设计了系列金融知识

动画集，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动漫形式向

金融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讲解投资风险，帮

助广大社会公众树立风险意识、提升风险识别

能力，切实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活动的广

泛性和有效性。 （刘 佳）

光大银行南昌分行

多措并举助力制造业企业发展

光大银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光速”推出

支持企业的“十项举措”，举办践行金融责任、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制造业、民企、普惠金融发

展云座谈云签约等活动，“真金白银”助力制造

业企业发展。

在总行统一部署下，光大银行南昌分行适

时调整行内信贷资源分配，优先支持制造业企

业贷款。分行经营班子分工协作，以身作则

分组走访江西省内制造业骨干企业。在获知

省内某民营制造业企业有资金需求后，分行

主要负责人协调、制定服务方案，增加中长期

信用贷款支持并主动下调贷款利率，不到一

周时间，就落实该企业信用贷款 2 亿元，其中

中长期制造业贷款 1 亿元，得到企业高度认

可，体现了“光大速度”。今年以来，光大银

行南昌分行优先配置制造业专项贷款额度，

成效显著，其中中长期制造业贷款余额接近

翻番。通过降低制造业贷款利率、减免银票

敞口承诺费等方式，为制造业企业节省融资成

本超过300万元。 （蔡 群）

财经 资讯

“你们栽种迷迭香的时候，
要去掉枝条根部两三厘米内的
叶子，否则会导致根部腐烂无
法生长。”在上高县泗溪镇中宅
村药材种植基地，熊尚肆一边
讲着栽种要点，一边向贫困户
做着示范。

熊尚肆是上高县泗溪镇
人，2002 年，他辞掉在温州的
高薪工作回乡创业，先后办过
家具厂、干过农资批发，与家乡
的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家乡的大多数农户缺少致
富的理念和路子，他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打算带领农户们转
行做其他项目。

2004年，经过多方考察、论
证，泗溪气候和地形都适合中
药材种植，于是，他带领农户们
利用中宅村废弃的荒山，一起
种植了300多亩中药材。

“刚开始没有经验，品种比
较单一，只有药用栀子花和迷

迭香。”为了使种植多样化，他
把全部心思放在了种植和管
理上。2007 年，他的基地实现
了多品种种植，2008 年又成立
了江西省鑫隆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如果没有 2010 年那场大
雨，我的中药材种植基本上是
顺风顺水，但是在那一年，中药
材即将收获时，一场大雨让几
千亩地中药材都泡在水中，一
年多的心血毁于一旦，前期投
入的大量资金血本无归。”回想
起当年的事情，熊尚肆内心仍
充满苦涩。

熊尚肆将房产作抵押，向
银行贷款赔偿农户们的损失。
但资金缺口太大，贷款来的钱
远远不够支撑他重新开始。此
时，中宅村党支部书记知道了
他的困境，向当地政府反映了
他的困难，泗溪镇政府了解情
况后，为他争取到了一笔创业

基金和中药材种植补贴。
有了金融活水，他在中宅

村的中药材基地重新恢复了活
力，并且越做越大。几年过去，
他的中药材基地已由开始的
300多亩扩大到了现在的3万多
亩，通过采取“公司+农户”“党
建+中药材种植”合作社的模
式，吸纳 300 余名贫困农民就
业，并安排一些残障人士从事
门卫、保洁等工作，每年可让他
们人均增收1万余元。此外，他
还无偿资助泗溪镇 300 多名贫
困农民，给他们每人每月固定
发放150元的资助金。

现在，不少村里的留守老
人、妇女、贫困农民在家门口就
有事做、有钱赚。同时，熊尚肆
的公司被评为省级农业现代化
示范园区，目前正在申报国家
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园区。他不
忘初心、扶危济困的故事也在
泗溪镇口口相传。（欧阳文晨）

今年以来，安福农商
银行主动担当金融责任，
按下金融服务“快进键”，
加快对企业生产所需流
动资金的审贷工作，优先
发放复工复产企业贷款，
全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
金融服务支持工作。

安福县金隆肉联冷
冻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
一家从事生猪等畜禽收
购、贩运，生猪屠宰、冷冻
加工、销售，饲料销售的企
业。受疫情影响，企业营
运成本升高，流动资金紧
张，为此，安福农商银行第
一时间主动对接，为该企
业续贷了一年期流动资
金贷款 500 万元，保障了
企业疫情期间正常运转。

江西天锦农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肉

及肉制品、畜牧饲养销售
综合型企业。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企业复工复
产压力增大，安福农商银
行在主动对接走访时，得
知该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该行立即将其在原有基
础贷款利率上浮 30%调
整为上浮 25%，减轻企业
贷款压力，在金融服务工
作上给予帮助。

为积极强化对复工
复产企业的金融支持，
安福农商银行不抽贷、
不断贷、不减贷，同时主
动上门对接，做好复工
企业续贷工作，保障企
业周转资金充裕，并适
当给予复工复产企业贷
款利率优惠，加强对企业
的金融服务支持，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 （刘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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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农民返乡创业 带动乡亲脱贫增收

面对收益逐渐走低的银行理财、5月以来有较大跌幅的债券基金（以下简称“债基”）、出现结构化行情的股
市，传统固定收益投资者正在经历着一种“迷茫”。别慌，一份“理财指南”已为您备好，为您讲一讲银行理财、
股市、债市、黄金等常见资产配置领域中的机会与注意事项——

6月28日，在主会场秋水广场和分
会场摩天轮，由南昌市红谷滩区城投集
团主办的“幸福无与伦比 滩上美好生
活”夜经济系列活动盛况开市。极具特
色的花车摊位、别具风味的台湾美食
街、时尚激情的舞台音乐会以及夏风正
好的音乐喷泉，搭配着色彩亮丽的霓虹
灯，时尚范儿十足。开市第一天，主、分
会场总客流量超过2万人，为南昌市提
振消费信心、推动社会就业和加快经济
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淦丽珍摄

滩上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