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记者 马瑛

元旦之前，各大银行争先恐后的
发售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路上涨，理财
产品预期收益率超过6%，7%以上的非
结构性理财产品也频频现身。元旦过
后理财产品市场与之前截然相反，记
者发现，揽储节点一过，高收益率理财
产品逐渐退市，仅剩几款6%以上的理
财产品也于今日停止销售。

年末是各个银行上交考卷的重要
节点，2013年10月中旬开始，银行之间
的抢钱大战初露端倪，理财产品平均
预期收益就开始持续上升，2013年12
月份更是以每周至少0 . 1个百分点的
速度大幅上升。以往几年，揽储大战都

是中小银行纷纷上调理财产品收益
率，去年几大国有银行也加入该行列，
不少定位较高的私人理财产品也纷纷
降低门槛，迎接普通投资者。“在我记忆
中，国有银行的理财产品都是土豪级别，
动辄几百万，少一点的也大概50万，没想
到这次竟然10万就能在国有大行买到
6 . 7%的理财产品。”市民刘女士说。

纵观银率网统计信息，截止到今
日，济南地区6%以上的理财产品均已
纷纷下架，仅剩下的几款也于今日终
止销售，在预售行列里，济南地区的理
财产品收益率较高的为5 . 9%，较低的
仅为4 . 8%。而2013年12月28日，记者统
计得到数据，济南地区在售理财产品
收益率6%以上的有百余款。业内人士

指出，随着2013年年终考核时点的结
束，银行对资金的需求已放缓，理财产
品收益率下滑是必然的趋势。不过，由
于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且春节
银行通常会再次面临资金压力，因此
短期内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不会大
幅度下滑。春节后，理财产品收益率有
可能大幅回落，收益率回归5%属于正
常现象。

“手中有闲置资金的投资者可积
极关注股份制银行或大型城商银行发
行的高收益理财产品，选择适合自己
风险承受能力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如
若对资金流动性要求较低，可尽量选
择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锁定当前的高
收益。”理财分析师建议道。

理财产品普遍降温收益率回归5%
仅剩几款高收益率产品也于今日到期

诺安中证500ETF1月6日发售

建行推出“马年新春购票 建行支付有礼”活动
2014年春节即将来临，多少人期

待着回家团圆，盼望着久别后的重
聚，在辛苦忙碌了一整年后享受浓浓
的亲情。打算在节日期间回家、串
亲、访友、旅游的人们开始着手购买
机票和火车票，尽管回家的路途漫
长，团聚的心情却无法阻挡。在新春
佳节这个消费高峰期，如何能在订票
的同时又享受到优惠、在方便的基础
上又能省钱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
题。

为回馈广大客户对建行电子银行
的支持，在马年新春来临之际，中国建
设银行面向全国个人客户开展“马年
新春购票 建行支付有礼”电子银行
客户回馈活动，在喜庆祥和的新春期
间为广大客户提供多项订票优惠，在
人潮涌动的春运中为客户保驾护航，
让广大客户在回家看望亲人的途中感
受一丝温暖。

“马年新春购票 建行支付有礼”

活动自2014年1月1日开始，至2014年2
月28日结束。活动期间，建行个人客户
通过活动合作商户携程网、艺龙网，国
航、南航、东航官方网站，使用建行支
付渠道成功购买机票、火车票，即有机
会获得机票免单、订单直减的优惠，还
有机会获得航空代金券、手机话费或
建行善融商务个人商城电子购物券等
奖励。建行电子银行力求为广大客户
带来更多的实惠和方便，陪伴客户踏
上新春之旅，为客户保驾护航，与客户
共同迎接马年的到来。

活动期间，对于有购买机票需求
的建行个人客户，通过活动合作商旅
网站携程网、艺龙网，或活动合作航空
公司国航、南航、东航官方网站订票，
使用“网上银行支付”或“账号支付”完
成机票购买，即有机会获得机票免单、
订单直减、手机话费、航空代金券等建
行客户专享优惠。

活动期间，对于有购买火车票需

求的建行个人客户，通过铁路客户服
务中心网站(www. 12306 .cn)预订票面
价值在50元(含)以上的火车票，使用
建行“网上银行支付”或“账号支付”完
成火车票购买，即可参加抽奖，有机会
获得10元、50元、100元面额的建行善
融商务个人商城(buy.ccb.com)电子购
物券。

新春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建行
在本次活动中为客户准备了多项优
惠，陪伴大家一起共度新春，为盼望回
家、归心似箭的人们带来一份惊喜，为
奔向天南海北的人们送来一份祝福。
广大客户可关注“建行电子银行”微
信，了解活动最新动态，客户还可访问
建行国际互联网网站(www.ccb.com)，
或拨打建行客户服务热线95533，也可
致电客票销售机构客服热线了解更多
活动详情(携程网1010-6666、艺龙网
4 0 0 - 9 3 3 - 3 3 3 3、国航 9 5 5 8 3、南航
95539、东航95530、铁道部1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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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中宝 12%以上 12个月 5万元起

月利通 12% 12个月 5万元起

双季丰 10% 6个月 5万元起

投资理财，要安全，也要收益。汇中
财富帮您实现！80多家分支机构遍布全
国，我们为您提供客观、专业的理财建
议与顾问式服务。

汇中财富作为国内领先的财富管
理专家，将根据您的收益预期和资金流
动性需求，为您提供最专业、合理的解
决方案。汇中金融超市包含P2P新型信
贷类理财、基金类、股权类及信托类产

品资讯等。
公司荣誉：2012年诚信金融机构示

范单位、2012年度优秀投资理财商业模
式、2012年最稳健理财机构、2012年度优
秀信用贷款服务平台、2013最佳理财机
构奖。

财富热线：55773674 55773689

地址：山东商会大厦A座十楼汇中
财富(大观园南行100米路西)

安全与收益都想要？来汇中财富

1月6日起，诺安基金旗下首只
跨市场ETF诺安中证500ETF全面
发售(基金代码510520)。网上现金认
购的发售日期为2014年1月22日至
2014年1月24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
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发售日期为
2014年1月6日至2014年1月24日，网

下股票认购的发售日期为2014年1
月22日至2014年1月24日。对比上证
综指、沪深300、深成指等主要指数，
中证500长期回报显著，据WIND显
示，自2006年到2012年，该指数期间
累计收益率(280 . 86%)和年化收益
率(21.05%)均位居第一。 (王文)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工银货
币摘得货币基金A类业绩冠军，其
中工银货币最近半年、最近两年收
益率排名同类第3、第7，业绩稳定性
极佳。作为2013年度的货币基金A
类冠军，工银货币尤为亲民，其起购
点仅为一分钱，而其对应的“工银现
金宝”更是“众宝”中最亲民的“宝”，
注册只需3步、是少有的账号注册和
绑定银行卡分离的基金公司，支持

17家银行卡以及第三方平台天天盈
和支付宝，“工银现金宝”T+0快速
赎回单日限额高达100万元，并且完
全免费，这一点是优于绝大多数

“宝”的。“工银现金宝”也和支付宝
一样，在手机端有配套APP，全面支
持Android与iPhone平台，投资者可
随时随地进行现金管理，投资者还
可通过赎回工银货币的资金偿还
工行信用卡账单。 (王文)

工银货币稳居货基A类冠军

2013年信息服务板块平均涨幅
超80%，通信设备方面涨幅也达到
65%，堪称四年来第一次行业盛宴。
重仓TMT的长盛电子信息产业成为
去年三季度以来净值增长最快黑
马，以74 .26%的年度收益力夺主动
股票型基金榜眼。在剖析该基金业
绩领跑缘由时，海通证券曾分析指
出：“基金经理王克玉淡化择时，目前
也较少做风格切换，因此选股是基

金业绩的主要来源。在选股上，基金
经理擅长挖掘TMT行业中高成长个
股，看重对公司管理层的考察，同时
积极跟踪重仓股的基本面和二级市
场变化。”长盛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投
资于TMT行业，目前涵盖300多家上
市公司，提供了大量优质的投资标
的，而且细分行业的景气度相关性较
小，因此有助于团队淡化择时、通过
精选个股来提高组合收益。 (王文)

长盛电子信息超74%收益稳坐股基榜眼

资料显示，在去年规模前十的
基金公司中，工银瑞信固定收益类
基金绝对收益位居榜首，权益类基
金绝对收益排名第七。另据银河数
据显示，去年工银瑞信旗下9只产品
回报率跻身同类TOP10，其中有3只
荣登冠军宝座。固定收益类产品方
面，工银货币去年抢尽风头，该基金
去年以4.38%的回报率摘得货币基金
A类桂冠，同时，工银纯债定期开放

债基亦拔得同类业绩头筹。工银双利
债基A、B，工银强债B，工银7天理财
债券A、B业绩均排名同类前10。尤为
值得一提的是，工银货币去年三季度
报显示，该基金去年9月底时的规模
为234.32亿，年底规模仅小幅增加至
242.83亿，显然工银瑞信在冲规模争
排名和保持业绩稳定之间，做出了更
有利于投资人，更有利于公司长远
健康、稳定发展的选择。 (王文)

工银瑞信9基金跻身同类前10

二级市场一直都是国内基金
公司的主战场，近日，汇添富基金率
先成立了全资股权投资子公司，进
军一级市场，实现了基金公司业务
模式的战略性突破。据了解， 汇添
富进军医药保健领域的股权投资具
有自身独特优势，首先，汇添富基金
对医药行业研究积累深厚，对于医药
行业投资脉络有着良好的把握。汇
添富基金曾发行业内首只专注投

资医药行业的基金——— 汇添富医
药保健基金，该基金业绩持续表现
优秀，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最近一
年实现了41.63%的回报。其次，汇添
富已经为推进医药行业股权投资做
好了充分的人才储备。此外，通过持
续的医药行业的投资和研究，汇添富
已经和医药行业企业建立了很好的
联系，积累了足够的行业资源，有利
于实现业务的迅速拓展。 (王文)

汇添富基金率先进军一级市场

2013年度基金战绩揭晓，股票
基金的平均净值增长率为10 .39%，
相比同期上证指数的超额收益为
17.14%。由于市场形势在持续变化之
中，因此每个年度基金业绩前十名通
常会发生“洗牌”，鲜有能够蝉联的基
金。但其中也确实有例外者。银河证
券统计显示，华宝兴业新兴产业股票
基金2012年和2013年的净值增长率，
分别位居标准股票型基金的第9和

第7，成功坚守十强宝座，2013年净
值增长达60 .43%，跑赢了同期上证
指数67个百分点。Wind数据显示，
2011至2013三年间，华宝兴业新兴产
业的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为47.05%，
在750只可比开放式基金中位列第
一。2010年底成立的华宝兴业新兴产
业基金，是国内第一只新兴产业主题
基金，明确指向经济转型中新兴产
业的长期投资价值。 (王文)

华宝新兴产业两入股基年度十强

首届“南京山地马拉松”将于
2014年3月29日在南京蟠龙湖景区
举办，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独家冠名赞助本次赛事。据悉，马
拉松精神与其投资哲学的共通之
处，是汇添富对马拉松运动情有独
钟的重要原因。汇添富基金相关人
士表示，投资本身就是一次长跑，作
为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就要力求
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的收益。汇添富

基金从成立之初就树立了成为投
资者“长期投资制胜的选择”的理
念，对于该理念的践行使得汇添富
基金近年来发展迅速，旗下基金产
品业绩持续优异，资产管理规模稳
步提升。据介绍，汇添富基金把长跑
运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汇添富基
金的长跑协会，有近百名员工坚持
每周长跑，力争把长跑精神深入地
贯彻到每一天中。 (王文)

汇添富基金独家冠名赞助2014年“南京山地马拉松”

基金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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