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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理财转让业务？“理财转
让功能是银行为提高理财产品综
合服务能力，提升投资者体验，满足
理财投资者对理财资金流动性需求
而开展的一项业务。”民生银行海口
分行零售部门的一位产品经理向记
者解读道，在封闭式理财持有期间，
投资者若需提前支取理财资金，银
行允许其将理财产品转让给第三
方，并提供相关转让服务。

简单地说，比如投资者在银行
买了一年期的理财，持有3个月
时，突然要用钱，但是银行理财尚
处于封闭期，有了理财转让业务，
就可以提前转让出去，获取本金和
前期收益。

记者走访招商银行海口分行、
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民生银行海口
分行等多家股份制银行和海南邮
储银行发现，省内股份制银行基本
都可以办理理财转让业务，大型银
行推出的尚少。记者登录兴业银
行海口分行 APP，进入“理财产
品”页面，点击“我的持仓”，可在显
眼处看到“理财转让”选项，点击可
看到收益率、剩余期限、转让价格
等当前正在转让的各项产品具体
信息。

记者采访时，兴业银行海口
分行营业部理财经理刘华斌刚帮
助客户办理了一笔理财转让业
务。刘华斌介绍，客户张先生原
本有一笔100万元、预期年化收
益率 4.4%，期限为半年期的理
财，在两个月时，张先生急需一笔
工程款，便到银行寻找解决办
法。“我当即为张先生推荐了我行
理财转让业务。”刘华斌说，客户
两个月的理财收益为7230元，为
了更快变现，决定以“100万元本
金+7000元利息”的定价转让出
去，短短两个小时就找到了“下
家”，顺利拿到本金和前两个月的
收益。

记者了解到，其实理财产品
转让已经不是个新鲜的事物，很
多股份制银行已经推出有一段时
间了，只是没有大面积的推广，很
多投资者都是在急需用钱时找到
理财经理，从而尝试这项业务。
此外，近期逐渐升温的另一原因
主要是由于当前银行理财产品的
收益率处于下行通道，而转让的
理财收益相对较高，部分对新鲜
事物易于接受的投资者很容易关
注到这个机会。

三亚财富管理盛会探讨
海南金融发展之道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卢晓咪）为更好
地解读海南金融政策和举措，更好地把握当前经
济形势，推动金融发展，加快财富管理行业转型升
级，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金融发展贡献智慧，由
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新湖财富投资管理公司
联合主办的年度财富管理盛会“新湖财富2019财
富管理策略年会”2月24日在三亚闭幕。

年会紧密围绕2019年经济发展趋势、金融政
策和行业监管方向、股权投资、家族财富管理等议
题，研究了未来财富管理之道，年会还举办了股权
投资、家族财富管理、信托投资等专题论坛。

近年来，财富管理行业生机勃勃，呈现爆发式
增长，财富管理已逐渐成为我国各类金融机构推动
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与目标，海南自贸试验区的设
立离不开金融的支撑，自然也离不开财富管理行业
新形态的发展，与会专家就如何在夯实综合财富管
理服务的基础上，主动适应经济新时期的金融服务
需要，不断谋求财富管理服务创新，以丰富的服务
模式满足投资者多层次、多元化的财富管理需求展
开探讨，并交流分享如何打造更优质的财富管理服
务，提供更优秀的财富管理产品，拥有更全面的资
产配置能力，才能满足现阶段及未来海南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在财富管理市场发展的需求。

据介绍，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作为促进海
南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智库，将不遗余力为来琼
的企业和投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持和推动政
府营造更好的投资营商环境。

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三亚市金融办、三亚
市海堂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来自全国的
1000多位投资精英参加了年会。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陶昱李樱）“有些
诈骗分子把链接设置成icoc，如果不仔细辨认，很
多人会认为是工行的链接。”近日，南部战区陆军某
海防旅邀请工行海南分行工作人员为官兵们带来
了主题为“军人风险防范与金融产品”的金融知识
宣传活动，帮助官兵们提升权责意识和风险意识。

专家们向官兵们普及了信用卡用卡、网上支
付、第三方支付平台使用等方面的金融知识，并着
重讲解了如何防范网络借贷和电信诈骗、金融诈
骗、个人征信记录查询与维护、常用个贷种类及办
理常见问题。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官兵，工作人员
重点进行了家庭投资理财规划讲解，涵盖了日常储
蓄存款小窍门、理财保值增值合理规划方法等等。

工作人员还分析讲解了真实案例，通过问答
形式与官兵积极互动，现场气氛活跃，得了良好效
果，获得了在场官兵的一致好评。此次进军营宣
讲活动，有效教育引导了官兵们理性消费，进一步
提升了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下阶段，工行海南分
行将持续深化军银合作，为海防官兵提供全方位
优质金融服务，树立良好口碑。

做特色
围绕海南特色产业

海南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占全国
的半壁江山，全省有胶园813万亩，
国营与民营橡胶平分秋色，为此，海
南人保财险始终围绕这一产业特色
做文章，努力打造天然橡胶保险服
务品牌。近几年胶价持续低迷，该
公司不断开拓保险服务领域，为天
然橡胶提供价格（收入）保险保障，
去年又承保海胶集团1.62万吨的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项目，保险金
额 2.12 亿元，新增保费 2000 万元。
此外，推出的天然橡胶收入保险项
目，覆盖海胶集团全部生产的11万
吨橡胶，保险金额 17 亿元，新增保
费1.5亿元，又成为全国最大的收入
保险的保单。

同时，积极推动民营橡胶价格保
险的全覆盖工作，助力海南省委、省
政府的产业扶贫攻坚，在五个国家级
贫困县开展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
贫”项目，承保天然橡胶3.68万吨，保
险金额 7.55 亿元，收入保费 2168 万
元。开展民营橡胶价格保险，保险金
额7769万元，承保橡胶5035吨，新增
加保费851万元。

去年，该公司做海南天然橡胶
保费特色文章，保费收入3.26亿元，
赔款支出为4亿元，有6.4 万人户次
获得保险的经济补偿，天然橡胶价
格（收入）保险成为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第一批制度创新的案
例。

急用钱，可卖 求收益，可买

理财产品可以转让了！

兴业银行启动
消费者权益保护系列活动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汪慧 通讯
员林依琦）近日，兴业银行2019年首场“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恳谈会”召开，正式拉开了该行2019
年度“消费者在我心中——兴业银行消费者权益
保护系列活动”的序幕。

据了解，兴业银行2019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
系列活动包括举办消费者权益保护恳谈会、评选
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明星支行及服务明星、开展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宣传等八大主题活
动，旨在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
提高消费者信赖与满意度。

兴业银行早在2013年就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并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企业文化和公
司战略，从产品开发准入到业务营销推介、信息披
露、服务收费等各个环节，切实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融
入业务发展全过程，广泛开展金融知识、金融安全等
普及性宣传教育活动，提升消费者的金融消费安全
意识和维权意识。2018年度，该行开展公众教育专
题活动11583次，受众客户3552.95万人，发放资料
464.88万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做特色农业保险文章 走创新发展之路

海南人保财险一年创新20个农险品种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何方远

海南工行金融志愿者
走进海防部队

海南在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大背景
下，农业在产业结构
中的占比高达 20%
以上，为此，人保财险
海南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人保财险）
农业保险坚持做特色
文章，走创新发展之
路，2018年，农险的
保险金额为 180 亿
元，同比增加 12 亿
元，投保的农企与农
户有50万户次，保费
收入5.26亿元，同比
增长 56.12%，已决
赔案支付赔款 4.57
亿元，有11.3万人户
次获得经济保障，农
险保费占全省市场份
额的 62.3% ，超额
38.67%完成总公司
下达的全年目标，有
力推动了农业保险的
快速发展。

金融热点

本版策划/洪佳佳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曾丽园）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公布的2018年市场统
计快报显示，2018年海南新三板企
业有8家企业进行股票发行，共募
集3.93亿元，比去年增61%。

这8家企业分别为天汇能源、新
道科技、天鸿设计、海南沉香、林恒制
药、星捷安、延安医药和涛生医药。

其中，海南沉香发行股份和募
集金额最多，公司以每股3.5元的
价格发行3428.57万股，募集金额
达1.19亿元，认购对象为杭州德乾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发行价格最高的企业是星捷安
和延安医药，均为10元/股，共发行
200万股，募集资金2000万元，发
行对象为海南南华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延安医药发行股票
600万股，募资资金6000万元，发
行对象为上海复容卿云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和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
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新三板琼企去年
定向募3.93亿元
比上一年增61%

金融资讯

公司名称

海南沉香

天汇能源

延安医药

天鸿设计

林恒制药

涛生医药

星捷安

新道科技

募集金额（万元）

11999.99

9760.75

6000

4080

2499.98

2314.4

2000

612.99

去年新三板琼企募资情况

理财转让如何转出和买入？民
生银行海口分行产品经理介绍，理财
转让可以分为线上转让和线下转让，
线上转让面对全行个人客户，通过手
机银行APP、网上银行等渠道完成，
可以实现快速转让；线下转让则由理
财经理一对一寻找对接客户，双方约
定转让价格后在营业柜台完成。

关于定价方面，刘华斌说，兴业
银行可以转让的理财必须成立五天
以上，到期前7天以内不能转让。转
让价格为本金+利息，由转让者自
定，银行会提供一个最高价和最低价
进行指导。一般转出价格不会超过
本金+持有期限的收益，最低也不会
低于本金，为快速转让变现，转出方
可适当调低转让价格，让利部分收益
给受让方，一般都能快速变现。

他补充道，理财转让可以指定或
者不指定交易对手，指定交易指转让
前已经找好了交易对手，转让时直接

输入受让方信息即可，不指定交易即
直接挂在转让平台，由相中的客户进
行购买即转让成功。

收益方面，各银行不同转让产品
收益率不尽相同。一般来说，急需用
钱的转让方会通过降价让利尽快变
现，对于“下家”而言，有可能从转让
平台“淘”到期限更短、收益率更高的
产品。“这个业务刚出来时，知道的人
比较少，我闲暇时就会登录手机在转
让专区看看，遇到有高收益的产品，
对比一下再下手。”家住海口国兴大
道的周女士是较早尝试“理财转让”
的投资者，她说，随着市场的升温，

“现在收益高的就得赶快抢，有时候
刚出现在页面就被‘秒杀’。”

“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采访中，
省内多位理财经理表示，银行开通转
让平台，是一种多赢：既方便了客户
实现资金的流动性，以便不时之需，
同时银行还能获取部分转让收益。

市场：“转让理财”悄然走俏

特征：兼具收益与高流动性

名词解释

理财产品转让

手中持有某银行
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有
变现需求，通过银行
的平台以一定的价格
将理财产品转让给其
他投资者。

分析：有望逐步推广开来

刘华斌认为，银行开通转让平
台，使得银行理财更具灵活性和流动
性，对客户而言，解决了一部分客户
产品未到期急于套现的需求，也吸引
了一部分寻求较高收益的客户，可以
减少频繁操作理财带来的时间损失，
获取更高的收益；对银行而言，能为客
户提供更好更方便的服务，收获客户
的认可，增加客户粘度，拓宽银行获客
渠道。

对于部分投资者关注的手续费问
题。记者了解到，部分银行免费，多数
银行会收取小额的手续费。“我们按照
监管要求，同时向转让方和受让方收
取转让金0.05%，且每笔不低于人民
币25元的服务手续费。”招行海口分
行相关人士介绍。兴业银行海口分行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向转出方收取
万分之八的手续费。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理财产品
固定的期限，不够灵活是一个很普
遍的现象，发展产品转让也是市场
的需要。预计在未来，将会有越来
越多的银行为了增加产品的流动
性，给客户更好的理财体验而上线
理财转让系统。

不过，为防范纠纷和风险，目前理
财产品转让的适用范围还比较窄，不
少银行对可转让的银行理财产品做了
条件限定。

相对于其他投资方式，银行理财以其安全性好、收
益稳健的特征，成为许多投资者的选择。不过，理财也
有缺点，比如，通常需要购买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流
动性的局限让急需用钱的投资者显得无奈。

不过，随着银行“理财转让”业务的推出，不能提前
支取资金的困扰正成为“过去式”。记者日前走访省内
市场发现，不少投资者在试水“理财转让”业务，理财产
品可以找“下家”定向转让，也可以利用银行线上平台寻
找“下家”。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的理财转让系统能增加产品的
流动性，又兼具收益，能给客户更好的
理财体验，预计未来，理财产品转让的
方式会逐步推广开来。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汪慧

争四季
延长蔬菜保险时间跨度

海南是国家的冬季瓜菜和水
稻制种基地，由于夏秋季节气温
高，种菜的产量低，是蔬菜生产的
淡季。水稻制种也只在春季，到了
秋季，由于担心台风袭击，企业与
农户也从未敢在这个季节制种。

为了稳定老百姓的“菜篮子”，
打造海南水稻制种的“硅谷”，海南人
保财险与省稳定“菜篮子”办公室携
手，在《2018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
实施方案》中，将蔬菜价格指数保险
纳入财政补贴的范畴，把原来只在
夏秋季开展的叶菜价格指数保险，
做到一年四季均可投保，从夏秋季
拓展到冬春季，保险的时间增加了一
倍，去年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的保险金
额1.732亿元，保费收入达1732.63万
元，翻了一番，保险赔款为1123万元。

此外，该公司开展了秋季制种
水稻保险，从以往全年只保一造到
去年保两造，新增保险金额2655
万元，新增保费605.56万元。

搞创新
一年创新20个新险种

坚持创新是推动发展的第一
动力，去年，海南人保财险开发的
创新产品，覆盖了天然橡胶、冬季
瓜菜、热带水果、制种水稻、林木、
胡椒、罗非鱼等大宗农产品，总公
司委托其研发的景观林保险项目，
在岛上开花结果，全年落地实施的
创新险种有20个，使全省经营农险
的品种达到63个，每3个险种中就
有1个是创新险种，成为推动业务
发展的强劲动力。去年海南四大
名菜中的文昌鸡、加积鸭、东山羊、
和乐蟹获得保险保障。无核荔枝
保险项目也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支
持下完成承保工作。

此外，在改造原有保险产品的
基础上，有的放矢提高香蕉、制种
水稻、羊等大宗产品的标的保险价
格，通过创新增加品种和提高保险
标的价格，创新险种的保险金额达
18亿元，增加的保费收入高达到
1.71亿元。

海南工行工作人员向官兵们介绍金融产品。
通讯员 陶昱 摄

走进险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