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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了P2P，股市短期内还想
继续观望一下，还是买点银行理财
比较稳妥。”家住美祥路的赵女士近
日将手中六成以上的闲散资金买
了银行理财。她认为，4.4%左右的
年化收益率，虽无法与以往的高收
益相比，但不用太担心风险，图个
心安。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银行理财
产品依然是不少投资者的首选。去
年银行理财起购额由5万元降至1
万元。投资门槛降低让投资者有了
更多的选择。

记者日前走访位于海口市国兴
大道上的招商、光大、兴业、邮储等
几家银行网点看到，网点大堂入口
醒目处多摆放着理财产品介绍展

架，各行最新的理财产品名称、期
限、收益率等信息一目了然，“起购
门槛1万元”字眼尤其显眼。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随着资管
新规落地，银行理财市场加速转型，
起购金额降低后，一次性购买2、3万
元银行理财的市民越来越多，“这类
产品在理财规模中的占比，还在不
断扩大。”

一般来讲，银行资金年末流动
性较为紧张，银行理财收益率都会
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今年的收益
涨幅似乎不太明显。以某股份制银
行主推的产品为例，5万元起购，3个
月的期限，预期年化收益率在4.7%
左右，动作慢点还抢不到。而记者
查阅数据发现，银行理财去年同期

普遍保持了超过 5%的预期收益
率。“当前股份制银行理财产品大概
在 4.4%到 4.7%左右，国有银行略
低，翘尾效应还是有的。”兴业银行
海口分行营业部理财经理刘华斌告
诉记者。

今年理财市场上，另一匹黑马
则是大额存单，作为银行吸收存款
的利器之一，该产品利率连续上
浮。在位于滨江路的和风江岸小区
电梯里，随处可见多家银行的大额
存单产品宣传，最高可较基准利率
上浮52%—55%。比如光大银行海
口分行3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
存，年化利率4.18%，到期后利息可
达2.5万余元，且可提前支取。

刘华斌表示，近期选择购买大额

存单的市民明显增多，因为大额存单
保本保息，利率上浮幅度大，可以提前
支取，兼具稳定性、安全性和流动性。

与此同时，去年大热的结构性
存款的预期收益率虽不如前，但其
在部分股份行、国有行的理财产品
中，依然占据一席之地。

记者走访发现，新客、高净值客
户在收益方面会更有优势。梳理省
内四大行和主要股份制银行官方渠
道在售的理财产品信息可发现，除
了年末整体收益率略微上升外，银
行对新客户、高净值客户、代发薪客
户等专属客户给出的收益率更高一
点。以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为例，新
客购买该行理财可享受到4.8%甚至
更高的年化收益。

有省内银行人士称，银行理财
收益的不及预期受多方面综合影
响。包括货币政策稳健略偏宽松，
资金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不断走
低等。此外，银保监会2018年5月
发布了修订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
险管理办法》，对银行流动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迫于监管指标压力，银
行加大了对吸收存款的力度。比如
银行普遍偏好更稳定、期限长的存
款，发行大额存单能够提前把资金
锁定一个较长的期限。

回顾2018年的理财市场，不仅

余额宝等宝宝类货币基金开始限
额，互联网金融平台遭遇强监管，银
行理财产品也打破刚性兑付。即，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将遵循“买者自
负”原则，不同的收益对应着不同的
风险。记者走访海口多家网点发现，
多数银行工作人员在销售理财产品
时都会主动告知“部分理财产品不能
承诺保本”。

对于理财市场新变化，记者采访
了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财富中心副总
经理郑建。他表示，2019年银行理
财业务的发展趋势依旧是“破刚兑”

和“净值化”。
郑建解读道，在新规下，监管机

构规范了资金池运作，强化穿透管
理，每笔客户的投资，必须对应到相
应的底层资产。对于老百姓的切身
体会来说，就是以前购买的约定收
益的银行理财产品越来越少，甚至
买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层级，
投向明确，没有约定收益的理财产
品。比如客户需要保本，那就买结
构性理财，需要固定期限收益的产
品，短期可以买类似货币基金收益
浮动的净值型产品，中长期可以买

信托或资管等代销理财，这些理财
产品的特点是都能向客户说明产品
具体投向。

“从这个角度来说，代销产品未
来会逐步替代之前银行自主发行的

‘非保本’理财，并被客户所普遍接
受。郑建解释，10多年前银行刚推
出自主发行的‘非保本’理财时老百
姓并没有很快接受，现在大家都普遍
把它当一个刚兑的产品去买。未来，
客户也会习惯自主选择和购买信托
类的代销产品，清楚了解产品投向和
风险，这是理财市场的进步。”

市场：“翘尾效应”轻微显现

建议：根据投资目的
进行比例管理

分析：刚性兑付向净值化转型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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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知识走进
中小学课堂

岁末年初理财产品“繁花乱眼”

专业理财师为你沙里淘金

本版策划/洪佳佳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海南多家银行网点引进智能机器人

这个宣传员不仅“萌”,还挺“智能”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
理你”。以往每逢岁末年初，
各家银行皆会争相揽储，这也
是广大投资者收益理财的好
机会。而当前的市场，随着资
管新规、理财新规相继落地，
保本理财逐渐退场、净值型产
品明显增加等行业巨变已然
十分明显。

如何在新背景下做好资
产规划，“理财新规”将如何影
响我们的生活，2019年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将会怎样？为

此，记者走访了省内多家商业
银行，为读者探个究竟。

金融焦点

平安人寿2018年为我省
居民共赔付9970万元
31至50岁为重疾高发年龄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平
安人寿海南分公司获悉，2018年，平安人寿海南分
公司共有6.66万人投保，该公司共提供了140亿的
人身险保障和121亿的重大疾病保障；全年共发生
了7770笔理赔，赔付理赔款总额9970万元，豁免保
费2581万元。“闪赔”惠及1426名客户，其中最快的
理赔仅需1.98分钟，

从理赔上看，医疗险赔付件数有6772件，占比
达到87%，是最常用的险种，也是社保的有效补
充。重疾险赔付件数为672，占比9%，赔付总额达
5374万元，占该公司全部赔付金额的54%，能有效
防止“因病致贫”，是有效的“保护伞”。

据统计，重疾治疗和康复费用平均需要30万
元，2018年重疾人均赔付金额仅为8万元，超9成重
疾赔付金额低于30万元，由此可见，与高昂的重疾
治疗和康复费用相比，重疾保障明显不足。

数据统计显示，在重大疾病理赔中，近七成为
恶性肿瘤，其中乳腺癌、甲状腺癌、宫颈癌位列前
三。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

从赔付人群的年龄上来看，31至50岁为重疾
高发年龄，其中 41 至 50 岁阶段的赔付比重为
33%，其次为31至40岁，赔付占比为24%。31至
50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时期，对
此，专业人士建议，该年龄段人士更需要全面充足
地完善自身重疾保障，防止大病突袭给家庭带来
的重创。

临高3996户胶农获
235.87万元保险理赔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梁振宁）近日，临
高县政府举行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理
赔仪式，人保财险临高支公司向临高县扶贫办兑
现赔款235.87万元，惠及胶农3996户，其中贫困
户3227户。

临高橡胶种植面积33.14万亩，收获面积20.6
万亩，总产量1.48万吨。去年，在上海期货交易所
的支持下，临高县委县政府与人保财险密切配合，
在全省首批开展了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
目的试点工作，人保财险临高支公司与中信期货公
司为临高入市对冲天然橡胶期货2099.3吨，保费
213.08万元由上期所扶持，当年，胶农获得的赔款
50.01万元，使胶农尝到了用“保险+期货”的模式解
决天然橡胶产业发展困境的甜头。

今年初，我省进一步扩大试点规模与覆盖人
群，临高再获上期所支持承保数量4000吨，总保费
336.45万元，覆盖全县10个乡镇两个农场，获得赔
款总计235.87万元，惠及3996户农户，其中贫困户
3227户，胶农的获得感比去年更加殷实。

在理赔仪式上，人保财险海南省分公司副总经
理黄时汉表示，人保财险将进一步加强与上期所的
合作，把橡胶+保险+期货项目做好，为我省的胶农
添福祉。

对于投资建议，郑健表示，对

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监管政策打

破刚兑后，未来的投资理财中，什

么也不管只听销售人员的建议这

种理财方式越来越困难。所以

首先要评估自己对一笔资金的

需求，明确自己可能承担的风

险，放弃原有的单笔投资的部

分，对理财资金根据投资目的进

行比例管理。

他举例说道，比如一个稳健

型客户，资金100万元，其中15万

元可以长期不用，也愿意承担一

定的风险，那就建议选择股票基

金；55万元要求稳健，希望用于3

年后子女婚、房，这部分建议选择

固定收益类结构性理财或者房地

产信托；20万用于养老储备，建议

选择长期年金保险；最后10万元

是日常使用的资金，可在岁末利

率较高的时候选择国债逆回购。

“这样就可以通过资产配置的工

作方法，把个人资金匹配到人生

每一个重要开销需求，增加资金

完成人生目标的成功率，规避多

余的风险。”

有银行人士也提示，虽然年

末也是投资理财的黄金期，但在

优化投资理财选择的同时，还要

注意确保现金使用的灵活度，应

根据收入水平、财务状况、理财诉

求合理配置。

长期看，2019年将会有一批

理财子公司成立，银行理财业务

将加快净值化转型，银行理财产

品将会有更丰富的类型。同时，

“首次购买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理

财产品无需面签”等多个新规

定，让银行理财更加亲民，购买

也更为便捷。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为推动
证券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拓
展中小学生金融知识，培养未来
合格的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近
日，海南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联合广发证券海南分
公司开展证券知识进中小学课堂
活动，在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为
八年级学生讲授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证券知识普及公开课。

此次课程设计坚持科学性、知
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围绕培养财
商、合理消费、认识股票、提示风险
等四个方面，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
同学们介绍了证券基本知识，引导
同学们从小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
费观和财富观，通过丰富的贴近生
活的案例讲解、情景式互动等形
式，充分调动课堂气氛，现场反响
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课堂形式让
神秘深奥的证券专业知识变得通
俗易懂，有助于中学生逐步树立理
性消费、理性投资理念，增强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

本次活动既是金融知识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又是
投资者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的一
次有益尝试。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两家社区支行开业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 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冯娴）1月6日，民生银行海口华锦
社区支行喜迎开业，支行将为社区居民及周边企事
业单位员工提供便民、利民、惠民综合服务，打通金
融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没有叫号机，也没有冰冷的玻璃，在民生银行
的社区银行里，市民享受到的是各种便民惠民服
务、专业的金融服务、暖心的文化活动……民生银
行海口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年底该行还开
设了海口长滨四路社区支行。

记者在华锦社区支行看到，这里没有气派的大
堂、整齐划一的现金柜台和叫号机，取而代之的是
智能化自助设备、液晶电视、整洁的柜台，虽然网点
的面积不大，但却体现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
精致特色。社区银行网点内设置了自助服务区、理
财服务区、电子银行体验区和便民增值服务区四个
基本功能区，市民在此不仅可以轻松办理开卡、个
人贷款、理财等非现金业务，也可以通过自助设备
完成部分现金业务。每个社区网点还配备专业的
客户经理提供贴心的服务，让不少原先还不习惯使
用自助设备的中老年客户也能轻松办理业务。

据介绍，为了方便上班族下班后办理业务，民
生银行海口分行下辖的社区支行坚持实行错峰经
营，在传统网点营业结束后，小区及周边居民依然
可以在社区支行办理金融业务。与此同时，各社区
支行皆会结合网点情况，开展“金融知识宣讲、读书
会、烘焙体验、节日关怀”等一系列活动，融入群众，
丰富生活，搭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桥梁。

“我们的社区银行，就是要打破传统银行网点
给市民留下的严肃而略显冰冷的印象，让其融入社
区，有家的感觉，成为有温度的银行。”民生银行海
口分行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汪慧）“你好呀，请问您想办理
什么业务？”在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直属支行营业大厅，机器人“邮邮”
朝记者眨了眨眼睛，扮着鬼脸，卖萌
地说。

前不久，海南邮储银行的新员
工——智能机器人大堂经理助理

“邮邮”正式“上岗”。据工作人员介
绍，这是海南邮储银行第一台智能
厅堂机器人，她身高1米左右，身着
搭配邮储绿色调的白色工服，彬彬
有礼地站在营业厅入口，感应到有
客户靠近，就会主动欢迎，能够为客
户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

海南邮储银行引进机器人并非
首例。在去年11月23日农行海南
省分行首家智慧银行网点——省行
营业部辖属国瑞支行开业当天，该
行迎宾机器人——萌宠“小艾”用幽
默的语言回答客户提问，可谓人气
爆棚。现场嘉宾纷纷称赞，“小艾”
的入驻，增强了客户的参与性、娱乐
性，带来全新、智能、高效的人机交
互体验。

在海口农商银行，机器人“农

农”不仅在网点大堂服务客户，还时
常跟随工作人员参加各种大型展
会、展览，成为展示海口农商银行金
融科技的好帮手。在2018年“金融
知识进万家”宣传月活动中，更是担
当起“宣传员”的角色，通过人机提
问、互动交流等方式为广大学子普
及金融知识。

其实在2016年年初，海南交行
就将机器人大堂引进了海南。记
者走访发现，省内工行、农行、中
行、建行、交行、邮储、民生、海口
农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网点引进了
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几乎成为
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标配”，很
多单纯的、基础性的工作正被机器

人取代。
对银行业而言，这是金融服务

进一步转型的生动缩影。以往去银
行办理业务，漫长的“等等等”是常
态，而服务机器人可替代许多重复
性的基础工作。而随着机器人功能
日益强大，运用银行机器人，创造差
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给客户带来“自
助、智能、智慧”的全新感受，促进了
传统银行转型升级。比如民生银行
海口分行机器人“小ONE”，可协助
客户开卡，从选中开卡业务到人脸
识别、验证回复、指纹采集、直到卡
片生成，整个过程免填单，耗时在两
分钟之内，相比填单、取号、柜台办
理的时间，时间大大缩减。

事实上，不仅仅是机器人，在海
南，金融黑科技早已渗透百姓生
活。走近银行，窗口式的传统柜台、
排排坐式的等候区正逐渐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柔软舒适的沙发、即时
可享的咖啡茶歇、“秒办”的智能柜
台、“刷脸”开户取款……不仅银行
服务环境更加舒适，整套业务流程
走下来，客户会感到智能科技无处
不在。

海口农商银行的智能机器人“农农”可以与人互动。海口农商银行供图

金融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