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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盘如期反
弹，再次站上了 20 日、
10 日、5 日均线之上，
消化了上一交易日部分
阴线产生的套牢盘。

盘面上，中国神华
拟分红逾 590 亿元，开
盘一字板，带起了整个
煤炭板块集合竞价集体
高开。因为中国神华股
息率达18.17%，所以股
价至少要涨18.17%。21
日可关注中国神华板后
大资金的博弈，或许会
给大盘一个新的选择。
另外，核电板块早盘受
消息刺激也是集体高
开，而核电的大涨刺激
了一带一路板块，一带
一路又延伸到了新疆板
块。总之，与一带一路
有关的题材都有所上
涨。纵观上述板块，大
多是蓝筹股，而能撬动
这些蓝筹股的资金必定
是有备而来的，所以今

天流入这些板块的资金
是优良资金。如果按我
上周五说的今天做超短
反弹的话，跟着这些优
良资金做，盈面会大
些。

技术上，从大盘日
K 线力度、量价看，都
是比较弱的。主力资金
方面，两市主力资金继
续呈流出态势，可见主
力资金目前仍以逢高减
仓为主。所以21日早盘
如果没有热点带动大盘
上攻，就先出来；如果
量能配合完好且有热
点，可看高一线。关键
点方面，如果上攻，就
看能不能消化上周五的
阴线；如果下跌，不真
破 3 月 13 日 K 线低点，
就还有机会。

操作方面，盘中别
盲目追涨，对于滞涨品
种也应及时锁定利润。

老雷

为进一步提升金融消
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
险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近日，浙商银行宁波
分行分支行联动，精心组
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
日”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以“权
利、责任、风险”为主
题，重点宣传普及金融消
费者拥有的各项法定权
利，帮助金融消费者了解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风险责
任意识的教育，提升金融
消费者的风险识别能力，
引导金融消费者通过合法
程序解决金融消费纠纷。
海曙支行、余姚支行在支
行门口以及地铁出入口设
立摊位常态化开展宣传；
北仑支行前往凤凰国际商
务广场设点宣传；开发区
支行开展金融宣传进社区
活动，在当地芙蓉社区举

办“3·15国际消费者权
益日”金融宣传活动；江北
支行、慈溪支行、周巷支行
重点以老年客户群体为宣
传对象，在三江超市、公交
汽车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区
域悬挂宣传横幅，主动向
客户宣传；分行营业部走
进宁波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奉化支行走进奉化
门球协会、宁海支行赴当
地现代家居广场开展户外
宣传；鄞州支行在上下班
高峰期间设摊宣传……各
网点宣传人员向来往的市
民分发宣传手册，讲解金
融消费者的八项基本权
利，介绍如何识别假币、如
何识别金融诈骗伎俩等知
识，对市民提出的相关问
题给予了耐心细致解答。
活动期间，分行共开展户
外集中宣传13场，参与员
工 101 人次，发放折页
2012份，服务消费者数千
人。 通讯员 林备军

本日志仅记录个人对大盘和个股的理解，
不一定正确，切勿跟风。

3月20日 星期一 阴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浙商银行开展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商报讯（记者 崔凌
琳）本周，甬上各大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依旧高，
预期年化收益率逾4.5%
的产品不在少数，最高预
期年化收益率达8.5%。

据Wind资讯统计显
示，本周，我市新近在售
的银行理财产品总数达
310款，其中，有交行、农
行、平安银行等五家银行
23款产品预期年化收益
率逾5%；两成左右产品
收益超过4.7%；近半数产
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4.5%以上；而在售预期年
化收益率达4.2%的银行
多至20余家，产品在总量
中占七成。从整体排名
中，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4.2%至 4.75%的产品占
60%，其中，有宁波银行、
包商银行、中信银行、民
生银行、杭州银行等七家
银行推出了预期年化收
益率为4.75%的产品，另
有多达21款产品预期年
化收益率报4.65%。

不过，记者注意到，
本周除了预期年化收益
率高达8.5%和8%的交行

“得利宝私银慧享”沪深

300挂钩(双向鲨鱼鳍)产
品以及农行等推出的结
构性理财产品依旧照常
设置了动辄百万元，多
至 600 万元的起点金额
外，多款上榜的非结构
性理财产品也筑起了高
高的门槛。如，包商银
行 的 “ 麒 富 ” 系 列
176008号为高净值客户
专享，起点金额需要100
万元；兴业银行一款针
对私人银行客户推出的
产品起售金额为 50 万
元；中信银行的多款产

品起点金额均在100万元
以上。在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4.5%以上的 141款
产品中，有42款产品分
别被设置了10万元、50
万元、100万元甚至600
万元的起点金额。

当然，自去年12月
反弹以来，今年起，银
行的理财产品发售力度
大大增强，在收益率水
平普遍呈现温和上涨的
趋势下，要买到一款预
期收益理想，而起点金
额也不高的产品也不是

难事。为了让绝大多数
市民轻松筛选到适合的
产品，记者同样整理除
了一份“起点金额为5万
元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收
益榜单”。

银行理财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入3
月下半月，流动性面临的
扰动因素将进一步增多，
如，季末金融监管考核，
短期资金面趋紧概率加
大。所以，短期内，市民
购买高性价比理财产品
的机会仍不会少。

商报讯 （记者 张
寅） 中国神华拟分红逾
590亿元，折合股息率高
达18%！在公布最豪分
红方案后，中国神华昨
日涨停。

口袋有钱无疑是其
底气所在，那投资者能
否按图索骥在A股寻找
下一个中国神华呢？记
者根据高股息率和现金
流充裕对上市公司进行
了梳理，供投资者参考。

数据显示，2016年
中国神华累计实现营收
和净利润1831.27亿元和

227.12 亿 元 。 以 此 计
算，现金分红总额将是
公司2016年全年净利润
的2.6倍。

中国神华指出，公
司目前资产负债率处于
行业较低水平，近几年
资本开支规模较过去若
干年度相对降低，且未
来一个时期经营现金流
较好。在保证公司健康
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公
司董事会提出上述派息
建议，加大对投资者的
回报。另外，公司存量
及经营流入资金可保障

本次现金派息，本次现
金派息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这次特别股息，占
中国神华2015年未分配
利润的 47.5%，占 2016
年的32.4%。

以中国神华为例，
可以试着从未分配利
润、货币资金和大股东
持股比例等几个方面来
筛选。

企业的股息主要来
自当期的经营利润和以
前多年累积下来的留存
收益。因此寻找第二只

中国神华的第一条线索
是寻找有大量未分配利
润的企业，特别是未分
配利润/市值的比例越高
越好。

光有账面利润还不
行，没现金的企业也没
办法分。

大股东持股比例越
高越可能会大比例分
红，毕竟自己拿最多，
这一指标可以作为分析
分红动机的参考。

另外可以商榷的一
个指标是，中国神华派
发特别股息的深层动机
或许与其国企背景有关
……

因此投资者可以特
别留意以下国企个股：兖
州煤业、兰花科创、潍柴
动力、世茂股份、中远海
能、江铃汽车、保利地产、
阳泉煤业、中国建筑、金
隅股份、建发股份、金地
集团、中联重科、金融街、
中国化学、长安汽车、东
方电气、中煤能源、华侨
城A、山东高速、中国铁
建、上汽集团、中国交建、
华域汽车、江西铜业。

产品名称

2017年“得利宝”沪深300挂钩(看涨
跨价)3个月2461170109

2017年“金钥匙·安心得利·如意组
合”第90期沪深300指数期末看涨

2017年平安财富-结构类(挂钩股票)
资产管理类4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7年钱潮17039期(新客专享)理
财产品

2017年“永乐1号”92天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个人新客户专享)AB3122

2017年汇通理财惠添利2132号理
财产品

2017年“优逸”系列之荟金171055
号(新客户专享)

2017年丰裕1号第2604期预约91
天型(理财新客户专属)

2017年盈鑫256号理财产品

2017年新盈29号96天A款理财产品

2017年“财丰理财”CF170148期

发行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平安银行

泰隆银行

浙商银行

宁波银行

包商银行

杭州银行

民泰银行

华夏银行

稠州银行

委托期
(天)

90

90

182

42

92

550

38

91

189

96

210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50～8.30

2.00～7.10

0.50～5.50

0.00～5.00

4.85～4.85

4.75～4.75

4.75～4.75

4.75～4.75

4.60～4.70

～4.70

4.65～4.65

产品结构

结构性产品

结构性产品

结构性产品

非结构性

非结构性

非结构性

非结构性

非结构性

非结构性

投资品种

股票,基金,
债券,利率等

股票,债券,
利率,其他

股票,基金

基金,债券,
利率,其他

债券,利率,
其他

基金,债券,
利率,其他

债券,利率,
其他,票据

债券,利率等

债券,利率等

销售截止日

3月23日

3月22日

3月23日

3月21日

3月21日

3月23日

3月26日

3月21日

3月21日

3月22日

3月22日

本周甬上各大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依旧高

近半产品预期年化收益超4.5%

中国神华拟分红590亿元，折合股息率高达18%

A股高预期分红个股还有哪些?

备注：本排行榜选取了本周我市在售的银行理财产品，数据来源为 Wind 资
讯，为了让市民更加直观地进行比较、选择，每家银行仅选取预期收益率最高的
一个产品。 数据采集 记者 崔凌琳

起点金额5万元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