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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关 提 醒

投资 指导

渤海银行南昌分行

提升小微金融服务质效

今年以来，渤海银行南昌分行坚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复工复产，努力为小微企
业注入金融活水，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协同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近日，渤海银行南昌分行与江西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签约战略合作协议，后续该行
将依托省发改委在江西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
设和管理方的优势，共同进行信用信息数据的
共享与挖掘，共同开发和创新“互联网+全线上
信贷业务流程”新模式，积极推动“信易贷”产
品，助力普惠金融、民营企业发展，共同打造江
西省金融生态，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力推
动全省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促进我省企业转型
和产业升级。渤海银行南昌分行积极响应总行
提出的突出小微企业批量化、标准化、线上化营
销策略和产品模式，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优势，
目前已开发完成针对小微企业线上融资的“渤
业贷”及针对小微企业主线上融资的“渤税经营
贷”产品，其中，“渤业贷”运行两月，已有 210余
户小微企业向该行发起授信申请，已完成普惠
金融贷款新增 9800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普惠小
微企业融资需求。 （刘 钊）

引领服务体育强国

中国人寿续约CBA联赛

10月17日，中国人寿与CBA续约合作新闻
发布会在浙江诸暨举行，会议宣布中国人寿以
最高等级“官方主赞助商”身份与中国职业篮球
顶级赛事 CBA 联赛续约三个赛季，同时聘请
CBA 球员易建联出任中国人寿品牌形象大使，
并冠名“少年CBA·全国挑战赛与小记者梦想计
划”。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广发银行也同步
以“官方合作伙伴”身份续约三个赛季。

中国人寿集团副总裁盛和泰表示，自 2017
年成为CBA联赛首个官方主赞助商以来，中国
人寿致力于成为 CBA 乃至中国篮球事业最重
要、最坚定的支持者。在过去 9个多月时间里，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人寿与CBA联盟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以篮球运动特有的方式为
全社会抗击疫情注入正能量，特别是作为国内
第一个重启的全国性大型体育赛事，CBA 率先
复赛和顺利完赛，对于复工复产等有着积极意
义。中国人寿与CBA续约，也是进一步向社会
传递希望、信心和力量。中国人寿新赛季有新
梦想、新作为、新担当，汇聚在一起，就是“不负
所爱 不负所托”。 （罗 渊）

中信银行赣江新区支行

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

近年来，网络金融风险案件层出不穷，为
了引导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自觉抵制网络金
融谣言和金融负能量，共建清朗网络空间，并
帮助金融消费者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
品，远离非法金融活动，近日，赣江新区支行在
网点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沙龙活
动。本次沙龙活动主要通过现场发放宣传材
料、讲解等多种方式向消费者介绍金融知识，
并通过现场解答公众提问，宣传网络诈骗、互
联网赌博的危害等，从而正确引导消费者识别
网络陷阱，提升消费者保障自身资金财产安全
的意识和能力。 （李 玥）

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特种纪念门票在昌首发

10月14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特种纪念门票”在南昌举行全国首发仪
式。该纪念门票由南昌印钞有限公司与南昌汉
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联合出品，以纪念海昏侯
国遗址公园盛大开园。

纪念门票由南昌印钞有限公司精心设计并
承印，票面正面以金色为主色调，以出土的马蹄
金为主景，票面背面以绿色为主色调，选用海昏
侯国遗址所处的鄱阳湖标志性植物荷花、江西
省省鸟白鹤为核心元素，艺术化浓缩展现了江
西的非凡魅力。特种纪念门票包括单体券、三
连体、整版券三种规格，全国限量发售共计 5万
套,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大汉海昏金局”和

“南昌印钞交易在线”订购。 （方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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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基金年内业绩表现优秀可转债基金年内业绩表现优秀

财经 资讯

今年以来，权益市场上行提振转债市
场，可转债基金年内业绩表现远超其他债券
基金。在业内人士看来，预计市场上仍将演
绎低风险资产向偏高风险资产配置转移趋
势，对国内权益市场可乐观一些。经过调整
的转债估值已回到正常水平，该类资产的机
会值得重视。

受权益市场调整影响，过去一个月，可
转债基金累计净值跌幅超过 4%，表现弱于
其他类型债基。但从年内来看，可转债基金
表现依然占优。据Wind统计显示，截至 10
月 16 日，中证转债指数今年以来累计涨幅
达到 5.32%，可转债基金年内收益远远领先
于其他类型基金。具体来看，在有数据统计
的可转债基金中，年内收益率超过10%的接
近 30 只，有 6 只期内收益率超过 20%。其
中，鹏华可转债今年以来累计净值涨幅达到
29.18%，中银转债增强年内累计净值涨幅为
25.82%，南方昌元可转债年内净值涨幅为
24.44%。此外，华夏可转债增强、广发可转
债、国泰可转债年内收益均超过了20%。另
外，还有博时转债增强、南方希元可转债、长
盛可转债、富国可转债、华商可转债、农银汇
理可转债、工银瑞信可转债、汇添富可转债
等年内收益率超过了15%。

有业内人士表示，当前权益资产相对
固收类资产仍然占优，预计市场上仍将演
绎低风险资产向偏高风险资产配置转移的
趋势。经过前期调整后，转债估值已回到
正常水平，绝对价格水平也不高，转债发行
端在逐渐友好，一批相对优质的主体正在
填补市场，未来转债可供投资选择的空间

也较为可观，值得重视该类资产的机会。
国泰可转债基金经理刘波表示，中国经济
正处于周期性复苏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可
能由中性偏松到中性状态过渡；同时，国内
的财政政策和行业政策可能会更加积极有
为，市场的风险偏好可能会有所提升。因此
仍然看好可转债市场，聚焦价值成长型企业
所发行的可转债仍然是核心投资策略。“‘价
值’保证了可转债的‘债性’；‘成长’提高了
可转债的‘股性’。”

广发可转债基金经理吴敌表示，下半年
转债有望继续受益于正股带来的机会，可继
续深入挖掘成长板块的个股，以基本面优质
的股性转债为主。华商可转债基金经理张
永志表示，在当前时间点上，相对而言更看
好权益市场，可以借道可转债参与权益市
场。他认为，目前来看，未来国内货币政策
或还是维稳为主的状态，对于市场，尤其转
债市场的影响，反而可能没有那么悲观，可
能还相对偏乐观。“回顾 A 股十几年历史走
势来看，经济企稳回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
基本都会出现环比收紧，在这样的阶段，权
益市场整体表现实际并不悲观，顺周期板块
表现较好。转债市场中，转债指数中顺周期
板块占比较高，尤其是以银行为代表的品
种。如果看转债指数，整体上受益于宏观经
济好转、流动性短期边际收紧的情况。”张永
志表示。

一位基金经理认为，一旦偏股型转债
的向上弹性恢复，性价比不弱于股票，可
转债的特性更适合布局金融周期估值修
复行情。 （孙晓辉）

可转债是什么？顾名思义，可转债
即可转换债券，在一段时间后，持有者
有权按约定的转换价格或转换比率将
公司债券转化为普通股股票可转债既
有纯债的性质，又有股票的性质，进可
攻退可守。简单来说，可转债相当于债
券叠加看涨期权的效果，投资者可以根
据不同情况将可转债进行转换。

近期，不少投资者收到券商的短
信、弹窗提示等多渠道通知，要求尽快
签署可转债交易风险揭示书。根据沪
深交易所通知，10月26日起，投资者如
果未签署相关风险揭示书，将不能申
购或买入可转债。对于已经持有的可
转债，可选择继续持有、转股、回售或
者卖出。也就是说，10月26日以后，投
资者如想参与可转债打新，必须要通
过自己的券商去签署风险揭示书。

今年7月下旬，沪、深交易所曾下
发《关于做好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券商自 2020 年 10 月
26日起实施关于签署可转债投资风险

揭示书必备条款的相关通知。通知还
指出，证券公司应当做好风险揭示书
电子签署、客户交易权限控制等相关
技术系统改造工作，并按照相关要求
定期报送技术系统改造及组织客户签
署风险揭示书的情况。对于各券商执
行相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的具体
时间，沪深交易所均作了明确要求：各
券商确保在2020年9月30日前完成相
关技术系统改造、2020年10月26日实
施前准备就绪。此次可转债交易权限
的开通没有市值要求等门槛，投资者
只需在 APP 上签署相关的风险告知
书、风险揭示书即可完成在线开通。

可转债允许 T+0、没有涨跌幅限
制的交易特性，为部分人提供了投机
的土壤，而一些不懂相关规则和交易
风险的投资者如果贸然进场，无疑会
面临着较大的投资风险。此次交易所
对可转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的部
署，主要目的是向广大投资者宣传、揭
示可转债的重要交易规则，帮助投资
者规避相关风险。 （证 时）

近来，有关银行理财产品被提前终
止的消息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普益标准
获取的最新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银
行理财市场共有 1432 只产品提前终止，
其中有 1348 只在《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
督管理办法》发布之后终止，2019年银行
开始加速清退部分存量理财，涉及622只
产品，较2018年大幅增加。

银行为何要主动叫停这些产品？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其原因主要
在于银行要加快银行理财转型进度和控
制资金成本。由于《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
管新规）要求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并严
格约束理财产品投资非标资产，一些早
期发行且原存续期较长的旧产品，无法
在过渡期结束时自动到期，届时将不符
合监管要求，因此银行只能在适当的时
间主动停止这类产品的运作。

“被主动停止的部分产品，曾给予了
投资者较高的预期收益率或采取靠档计
息的方式，这不仅违背了资管新规打破
刚性兑付的要求，在利率不断走低的情
况下，也让银行负担了较重的成本。”普
益标准研究员郭全毓表示。

从近3年的情况来看，股份制银行提

前终止的产品数量最多，共计 767 只，占
比达57%，可能与其自身存量产品较多有
关。其次是国有银行，近 3年里共有 256
只产品提前终止。

投资者有抵触情绪怎么办？

有银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受资管新
规和当前市场环境的影响，部分理财产
品提前终止势在必行。对于银行来说，
为了加快存量理财的净值化转型进度，
规范相关产品的运作方式，加快保本刚
兑类产品的退出，提前终止这些产品是
一种必要措施。对客户方来说，这部分
提前到期的产品，或有较高的利息收益，
或有银行信用保底，自然难以割舍。同
时，因理财资金提前到期，客户不得不改
变原有的理财计划，重新进行资产配置。

在郭全毓看来，银行单方面停止运
作预期收益率较高的长期产品，投资者
会因利益受损而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
并且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客户群较
为庞大，会面临更大的声誉风险。因此，
要对所涉及的客户做好解释工作。除了
发布相关公告，理财经理应与相关客户
充分沟通，协助客户选购替代产品以承
接突然到期的资金，从而降低客户流失
的可能性。 （经 日）

今年以来,新余农商银行充分发挥金融
杠杆作用，积极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为实体经济“强身健体”，给社
会民生“舒筋活血”。

做好规划设计。新余农商银行将支农
支小投放作为硬性指标单列并纳入考核，
将 80%以上的新增可贷资金投入到 1000 万
元（含）以下“三农”小微领域。同时坚定
履行金融精准扶贫责任，累计上门入户完
成建档立卡 3168 户，实现全覆盖。发放企
业及个人带动型扶贫贷款 70 笔，余额 7.3
亿元，带动就业人口近千人次。截至 9 月
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 253 亿元，较年初增
加近 20 亿元，提前超额完成全年投放任
务；小微贷款余额 106.4 亿元，较年初增加
10.4 亿元；普惠型小微贷款余额 31.58 亿
元，较年初增加 3.73 亿元。已发放复工复
产担保贷和稳保贷 132 户，贷款余额 2.29
亿元。

落实惠企政策。新余农商银行出台多项
惠企政策及措施，从制度上保障了对实体经
济的金融政策支持。2020 年 1 至 9 月，该行
通过减费让利扶持困难企业、积极推广运用
无还本续贷等方式，累计减费让利达6300万
元。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截
至目前，新余农商银行共实施临时性延期还

本付息客户162户、175笔、金额2.78亿元。
创新信贷产品。新余农商银行创新推

出“百福易贷一点通”线上申贷平台，实现了
客户足不出户的办贷便利，累计收到 1053
户申请信息，贷款申请金额达2.53亿元。同
时，创新推出“百福·商 e贷”，为个体工商户
提供触手可及的全线上、纯信用、自助化、低
利率的信贷产品，形成了批量化获客、精准
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风控、综合化服
务以及一分钟贷款、一站式服务、一价式收
费的“五化”“三一”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
截至 9 月底，已授信户数 2838 户，授信总金
额 4.63亿元，其中用信户数 2741户，用信金
额3.03亿元。

提供暖心服务。新余农商银行整合
“业务+技术”，全面实行网点岗位优化，大
力推广智能服务。融合“线上+线下”，依托
省联社的产品和手段创新，以深度四扫、整
村授信为抓手，推动业务全面上线、人员全
面下沉。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快
信贷流程优化，在流程制定、市场反应、业
务操作等方面形成“快”的合力。截至 9 月
底，该行已累计上门评议村委 201 个，评议
村小组 1518个，评议户数近 6.43万户，形成
预授信白名单近 3.72 万户，预授信金额
12.92亿元。 （廖志敏 胡冬生）

理财产品提前终止
银行为何“自断财路”？

关注 农商行

新余农商银行: 金融杠杆助力“六稳”“六保”

10月26日起

未签署风险揭示书
将不能申购可转债

““循环循环””致富致富
近年来，乐安县相关部门引导农民将桑树枝、牛粪、稻

草等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种植木耳、双孢菇等，带动农民
在农闲时间发展特色产业，生态增收致富，效果明显。图
为乐安县招携镇坪上村村民元贵生一家正在田里放置木
耳菌棒。晚稻收割后，元贵生利用废弃桑树枝和冬闲田种
植木耳1.5万棒，预计可增收5万多元。 邱志超摄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上高县泗溪镇汇银果园内
的百亩柑橘进入采收旺季，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采
摘。近年来，该果园通过以采摘游为主，并采用线上
线下售卖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增收，吸纳了附
近的贫困户及村民20余人务工，此举助贫困户及村民
人年均增收2万余元。 欧阳文浩摄

又到又到丰收时丰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