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海口
各大银行均对存
贷款利率进行了
调 整（详 见 图
表），虽然此次降
息后将金融机构
存款利率浮动区
间的上限由存款
基准利率的 1.3
倍调整为1.5倍，
但记者日前了解
到，国有四大行
（中国银行、农业
银行、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中，工
行 上 浮 幅 度 为
20%外，其余则
维持在基准利率
的 1.1 倍。股份
制银行的存款利
率上 浮 幅 度 较
大，大致为基准
利率的1.2倍，其
中光大、平安两
家银行上浮幅度
也 为 20% 。 但
本土的海南农商
银行上浮幅度则
为40%。

多家银行的
工作人员透露，
目前没有听说银
行将各期限存款
利 率 上 浮 到

“ 顶 ”的 说 法 。
降息会给居民带
来哪些方面的影
响？居民又该如
何理财？

存款
活期存款 0.35
整存整取定期存款

期限 前 后

3个月 2.10 1.85

6个月 2.30 2.05

一年 2.50 2.25

两年 3.10 2.85

三年 3.75 3.50

贷款
各项贷款
期限 调整后

一年以内（含一年） 5.10
一至三年 5.50
五年以上 5.65

住房公积金贷款
期限 前 后

5年以下 3.50 3.25
（含5年）

5年以上 4.0 3.75

活期 定期
银行 3个月 半年 一年 两年 三年

中国银行 0.35 2.10 2.30 2.50 3.00 3.50
建设银行 0.35 2.15 2.35 2.55 3.00 3.50
工商银行 0.35 2.35 2.55 2.75 3.25 3.75
交通银行 3.35 2.10 2.30 2.50 3.00 3.50
农业银行 0.35 2.10 2.30 2.50 3.00 3.50
光大银行 0.35 2.25 2.50 2.75 3.16 3.50
平安银行 0.38 2.25 2.50 2.75 3.45 3.85
招商银行 0.35 2.10 2.30 2.50 3.00 3.50
邮政储蓄银行 0.35 2.10 2.31 2.53 3.00 3.50
海南农商银行 0.45 2.73 2.99 3.25 4.03 4.87

调整后存贷款基准利率（单位：%）
海口主要银行新执行的存款利率
注：数据为记者收集整理，如有出入以银行执行为准。

■■■■■ ■■■■■ ■■■■■

省省 钱小贴士

蔡佳倩 18608978135
陈 怡 13034909990
轩 妍 18608991904

版面联系

生生 财有道

投资有风险 理财需谨慎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最近买哪只股票？”若问最近流
行怎样的打招呼方式，近来有不少人
是逢人便问股票有没有挣钱。

但是选股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
都擅长的，不想错过牛市怎么办？基金
经理会告诉你，投资股票型基金吧。于
是，股票型基金就这么火了。建设银行
龙昆南路营业网点给出的二季度持续
营销主打产品里，排名前10的有6只是
股票型基金，记者调查采访了一些基金
投资者了解到，一季度，投资股票型基
金，大家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相比投资者自己进入股市炒股，
股票型基金由专业的基金经理经营，
具备分散风险、收益较为稳定的特点，
因而受到了普通市民的广泛欢迎。对
于个人而言，在不好把握股市的情况
下，购买股票型基金当为好的选择，那
么股票型基金又该如何挑选？

股票型基金“走红”

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
25日，412只可统计的偏股基金中，基
本全线飘红，平均收益超过30%达到
32.61%。共有 231 只股基收益超过
30%，占比达56.06%。在海口，股票型
基金也受到了诸多客户的欢迎。

“今年开年就想入股市了，后来听
理财师的介绍在3月份花2万买了只
偏股型基金。”在海口国贸一家保险公
司上班的刘小姐对于刚买入的基金收
益表示满意。她告诉记者，过去的一
个多月，她的账户上已经多了近2000
元的收益。

记者从工行、建行及光大多家银
行了解到，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只要有
投资权益类理财产品的客户过来，理
财师或基金经理都会建议客户购买股
票型基金产品，如此一来，在牛市行情

里，才能及时把握盈利。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市场行情好

的情况下，尤其是一些不太会炒股，又
不想错过牛市的投资者，适时介入股票
型基金较为合适。但相比其他类型基
金，股票型基金也承担着更大的风险。

记者近日累计对10名具备风险承
担意识的市民进行了调查，该10人今
年基本上都配置了股票型基金，而且5
个月的收益从几个点到20多个点的都
有。其中一名市民告诉记者：“买基金
还不用整天盯盘，确实适合我这种想
要追求高收益，能承受些风险，但又不
善于选股的投资者。”

股票型基金如何挑选？

当然，并非所有的基金都是“好”
的，即便是在行情好的时候，基金之间
的业绩都能够出现较大的分化情况，
如若市场风格发生变化，还将继续产

生更多的变化。因此，如何在市场中
挑选适合自己、收益可能更高的产品
也是重点之一。

建设银行海口龙昆南路支行的理
财师叶经理介绍，基金类型多样，选择
基金首先要有方向，是热门的互联网、
医药，还是金融类、地产类，找到类别
后再去寻找企业，了解其过往业绩，再
做决定。当然，对于那些投资经验不
足，时间和精力有限，也可以直接选择
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来帮助操作。不
过无论是股票型基金还是混合型基
金，对基金公司的实力和基金经理的
能力依赖较大。这就要求投资者在选
择这类基金时，要对基金公司和基金
经理有一定的筛选和辨别能力。

业内人士也强调，买基金与买股
票不同，基金重在长期坚持，而股票有
不少人喜好短线操作，判断资金流向
等，因而不能用买卖股票的思维去买
基金。

短短3个月内，央行又降息了！这是央行今年第二次降息，而据银行理财师
们分析，今年可能还会再降两三次息。虽然贷款利率降了，但存款、银行理财、互
联网宝宝等投资渠道收益率也随之下行。于是“钱袋子”像加了特技，“duang
duang duang”缩水了，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如何才能hold住“钱袋子”？

要hold住也不难。理财师建议，在降息通道下，投资者要转换理财风格，不
能单纯地以储蓄或投资为主，而是多元化理财，坚持资产配置策略。

股市带火股票型基金

跟着牛市吃牛肉，“基”饭也有牛腩香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单憬岗 通讯员 杨倩

央行又降息
如何hold住钱袋子？

以10万元1年期定期存款来算，
基准利率由原来的 2.5%下调到
2.25%，1年的利息从2500元下降到
2250元，利息下降250元。

此次降息，银行获得了更大范围
的自主定价权，存款利率最高可上浮
50%。记者走访发现，与前两次降息
不同，本次降息后，并没有银行将定期
存款利率一浮到“顶”。

光大海口分行的基金经理常英琦
表示，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由基准利率
的1.3倍扩大到了1.5倍，给各家商业
银行更大的自主空间，银行间形成差
别化利率竞争的态势，竞争机制的开
放，使得投资者有了更大选择空间。

但定存利率没有一浮到“顶”，意味着
金融机构逐步开始自主定价，存款利
率上限意义已逐步变小，利率市场化
已接近最后一步。

对比多家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目前
海南农商银行的一年期定存利率上浮幅
度最高，为40%，也就是说，如果将10万
元存在该行，一年的利息则为3250元。

银行业内人士分析，银行之间的
存款息差，或将导致居民将存款“搬
家”，从利息低的银行换到利息高的银
行，或者“搬”至股市或楼市。银率网
在央行二度降息后发起网络投票调
查，截至记者发稿前，有374票是投给

“存款搬家”，332票投给“存款保留”。

对此，理财师提醒，虽然各家银行
已经作出调整，但并非最终结果，未来
浮动区间还有可能根据市场变化作出
改变；对于新储户来说，的确可以通过

“货比三家”，找到利息最高的银行；对
于老储户来说，没必要让存款盲目“搬
家”，如果将之前的存款再转存，此前
几个月的存款将按活期利率计息，这
样很有可能得不偿失。此外，投资者
也可以选择银行发行的保证收益型理
财提高投资收益，以光大银行“安存
宝”产品为例，6个月期限产品年化收
益率可以达到4.65%。还需注意选择
银行，一家银行的贷款门槛愈高，风险
就愈低，居民存款也能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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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想在下半年出门
旅游的你，要提前做准备了。

1.开始控制大件和高额消费
不少刚毕业不久的上班族，领的薪水还不多。

囊中羞涩的你如果要准备起下半年的旅行的话，一
笔资金是必不可少。那么从现在开始，你恐怕需要
控制一下若干大件的消费或是高额的消费开支了。

2.做好记账工作
要合理的消费，需要对自己的开支进行有效

管理。因此做好记账工作是基础。记账的内容包
括你的工资所得、投资收益、支出、负债、还贷等，
并在此基础上做好下一阶段的支出管理。

3.炒股要慎重
建议个人投资者多去学习投资的相关知识和

股市的一些基本操作技巧，掌握好合理的风险管控
方法。比如尽量避免高风险、或短期有调整压力的
个股等。另外，配置你有限的精力下应付得来的几
只股票，也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4.适当短期投资赚旅行费用
股市投资，有较大的风险。在配置资金的时

候，如果你打算出去旅游，这部分资金可能你要慎
重投资，不然套牢就很被动。不如采取一些短期
的稳健型理财，可能会更稳妥一些。

5.提早预订旅游线路
早预订便宜，这是旅游市场的“共性”之一。

另外，在机票的折扣上，早几个月预定的优惠至少
能多获1-3折的折扣。

6.选择跟团游
选择跟团，这是节约出行成本的“大招”。如

果是国外旅游，跟团除了行程安排比较方便之外，
价格也更为实惠，出国经验少，想低成本游玩的

“筒子”，不妨考虑跟团游。当然，国内的跟团游也
是一样，价格水分甚至还更少。 （和讯）

条建议
让你下半年旅游有钱花

将钱存在银行利息低，拿钱去投
资又怕有风险，降息后如何理财好？

对于央行此次降息，建设银行海口
龙昆南路支行的理财师叶经理建议一
些不能承担高风险，且有理财需求的老
年人购买国债，因为国债具有风险小、
安全性好、流动性强、发行次数多、购买
起点低、长期稳定、固定收益较好。

光大银行海口分行理财师常英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降息对以

货币基金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余额宝等
互联网“宝宝”类产品和银行固定收益
型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造成一定的影响，
两类产品的收益有可能会下行。降息
后居民资产配置应该更加多元化，对于
普通投资者来说，要正确识别投资风
险，在保证充足现金流基础上合理配置
银行理财产品，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因
此他建议，居民可以购买半年左右的收
益固定的银行理财产品，除此之外，还

可购买一些银行推出的保本保息产品，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保本保息产
品在降息后十分热销，究其原因，还是
因为保本保息产品和普通的定期存款
都具有无风险、定期得收益的优点，与
普通的定期存款不同的是，保本保息产
品不会在存款期间受降息的影响。

本次降息最直接利好房地产板
块，招行海口分行首席财富顾问郑建
告诉记者，我国银行贷款结构上，中长
期贷款主要是基础建设、居民住房按
揭贷款等项目。所以，居民住房按揭
存量贷款将是最直接受惠的领域。短
期来看，房地产销量回升可期。

其次，降息对钢铁、有色金属等高
杠杆企业间接利好，间接冲击银行板

块利润。降息有利于改善房地产需
求，也将传导到钢铁行业。同时对于
有色进入这类的重资产行业代表，由
于该行业资产负债率较高，降息将减
少行业的利息支出，有利于行业利润
水平的改善。本次降息同时开放基
准利率浮动上限代表着存款利率市
场化进程明显加快，部分银行已经公
布存款利率上浮到顶，银行息差的减

小将对传统银行业务利润造成一定
负面影响。

郑建还表示，降息对保险行业有
直接利好，保险产品收益竞争力提升、
非标资产质量提升，预计保险股会有
较好的表现。此外，降息还有利于资
产流入权益类市场，券商佣金收入、投
资收益会提高。信托行业的风险也会
因降息而下降。

选择机制灵活的公司 那些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组织架构改制的基金公司，
无疑是打开基金经理创造能力的空间，
也是公司整体从投研、市场等方面再次
造血的过程。

对于投资者而言，基金事业部的改
制并不遥远，更与自己的钱袋子紧密相
关。当然也有基金公司的事业部改制
只停留在表面，投资者需仔细辨别。

选择有特色的公司和产品 大型基
金公司经过长期发展，其业务覆盖面较
中小基金公司更为全面，且综合实力突
出。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缩
窄，一些中小基金公司甚至是新基金公
司，在生存压力下，往往要寻找突破口，
选择更具特色的产品。

选择有跟投机制的基金 所谓的跟
投机制，就是指基金公司自愿掏钱购买
自己旗下的某只基金，或者是基金经理
愿意掏钱购买自己所管理的产品。从
实用的角度看，后者模式更具参考价
值。 （李娜/每经网）

牛市中选基金？
教你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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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账 10万元存一年少赚250元

投资影响 降息直接利好房地产板块

理财从日常生活习惯做起，养成什么样的习
惯有助推进我们的理财计划？

1.记录财务情况
能够衡量就必然能够了解，能够了解就必然

能够改变。如果没有持续的、有条理的、准确的记
录，理财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

2.明确价值观和经济目标
了解自己的价值观，可以确立经济目标，使之

清楚、明确、真实，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确定净资产
一旦经济记录做好了，那么算出净资产就很

容易了——这也是大多数理财专家计算财富的方
式。只有清楚每年的净资产，才会掌握自己又朝
目标前进了多少。

4.了解收入及花销
很少有人清楚自己的钱是怎么花掉的，甚至

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收入。没有这些基本信
息，就很难制定预算，并以此合理安排钱财的使
用，搞不清楚什么地方该花钱，也就不能在花费上
作出合理的改变。

5.制定预算，并参照实施
财富并不是指挣了多少，而是指还有多少。

听起来，做预算不但枯燥、烦琐，而且好像太做作
了，但是通过预算，可以在日常花费的点滴中发现
大笔款项的去向。并且，一份具体的预算，对我们
实现理财目标很有好处。

6.削减开销
很多人在刚开始时都抱怨拿不出更多的钱去

投资，从而实现其经济目标。其实目标并不是依
靠大笔的投入才能实现。削减开支，节省每一元
钱，因为即使很小数目的投资，也可能会带来不小
的财富。 （和讯）

大习惯
让你理财成功一半

（单位：%）

理财建议 选择保本保息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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