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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记者 崔凌琳）
理财“飞单”事件暴露风险，
监管部门严查理财违规，商
业银行委外投资开始“降
温”，在一连串消息影响下，
本周，银行理财会演变出怎
样的行情？规模骤减？收益回
调？本报新一期理财连连看
为市民投资者揭晓答案。

来自 Wind 资讯统计，
本周，我市发售的银行理财
产品总量确有下降，但降幅
并不大，且预期年化收益率
基本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本周在甬发
行的银行理财产品共计229
款，若剔除部分面向高净
值、VIP客户的几款产品，
面向大众的银行理财产品发
行数量已降至210余款，较
上周下降约10%。尽管本周
在售的产品中，非结构性产
品占了多数，但从各款产品
收益情况看，预期年化收益

率在4.5%以上的产品仍有半
数，其中，有近两成产品预
期年化收益率达到 4.8%以
上。

不过，据记者了解，就
在近日，银监会连发了七
文，整顿行业乱象，监管新
政出台频率和力度空前，其
中，有关商业银行委外投
资、违规加杠杆等行为成为
新一轮监管重点。“当前政
策以主动防控金融风险为
主，银行理财产品也将面临
更为严格的监管环境，高风
险投资将受到遏制，这或多
或少会影响到银行理财产品
的规模、投向以及产品收
益。”一家股份制银行业内
人士向记者坦言。不过，该
人士亦表示：“一方面，这
些影响不会迅速全面地表现
出来，另一方面，相信银行
的常规理财不会断档。”

从记者整理的“本周发
售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榜
单”和“起点金额5万元的
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榜单”
中看，本周，收益前十名产
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依然有

4.7%以上的。其中，浙商银
行和包商银行两款非结构性
产品“永乐1号”92天型新
客户专享和“鑫喜”系列之
汇嘉17C072号预期年化收
益率甚至达到了5%；另有
杭州银行、华夏银行、兴业
银行等多款起点金额为5万
元的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4.8%至4.95%。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近期，A股走势不尽如
人意，但无论上周还是本
周，交行挂钩于 A 股沪深
300指数的“得利宝私银慧
享”沪深300挂钩(看涨鲨鱼
鳍)系列理财产品的收益始终
居于榜单首位。

记者看到，本周，位于
榜首的是“得利宝私银慧
享”沪深300挂钩(看涨鲨鱼
鳍)3个月期产品，预期年化
收 益 率 为 2% ~9.2% 。 不
过，经验人士提醒，这类产
品收益都会有所浮动，实际
收益率未必能达到最高预
期，投资者在选择时，还需
先明确自身的资金需求以及
该产品的潜在风险。

本周理财产品小幅缩量

半数产品预期年化收益仍逾4.5%
本周起点金额5万元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收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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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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昨日，千余只个股创2638点以来新低，中小创估值已回到三年前；与此同时以茅
台、苏泊尔等为代表的“漂亮50”股价频创新高。A股究竟是慢牛还是慢熊？

股债期迎来“黑色星期一”

三分之一A股已在熊途
高估值、壳概念是本轮挤泡沫的主要对象

随着近期多项加强监管的措施接连推出，资本市场迎来“黑色星期一”，股市、债市、商品期货齐跌。
沪指创年内最大日跌幅，千余只个股创2638点以来新低。面对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去杠杆”力度，慢牛还

是慢熊成为众多投资者心中最大的疑虑。

Wind 数据显示，证
券市场保证金上周净流出
682亿元，沪指3300点整
数关附近面临的压力及金
融去杠杆进程加速，引发
了市场谨慎情绪升温。昨
日，国内资本市场步调一
致迎来“黑色星期一”。

继上周创下年内最大
周跌幅后，昨日，上证指数

再跌1.37%创下年内最大日
跌幅，收盘报3129.53点，
创三个月新低，3100点岌
岌可危。

当天，国债期货也全
线大幅收跌，10年期国债
期货主力合约跌0.48%，
盘中最大跌幅0.61%，创3
月13日以来新低。10年期
国债收益率则创下2015年8

月以来新高。期货市场也未
能幸免，黑色系领跌商品期
货，有色金属全线下挫。

据 Wind 资讯统计，
从主要股指市盈率变动来
看，截至24日收盘，上证
A股市盈率为15.95倍，深
证 A 股 市 盈 率 为 38.37
倍，中小板市盈率为 43
倍，创业板市盈率为52.94

倍。其中创业板整体市盈
率已经跌破2014年5月以
来低点，创三年多来新低。

本轮回调以来，整个市
场大单资金每日都呈净流出
状态。从近高点回落的这
12个交易日，两市合计净
流出3490.29亿元，每个交
易日平均净流出在290亿元
以上，大单资金出逃明显。

今年以来，在次新
股、“一带一路”、雄安新
区概念等热点题材的轮番
炒作下，A股市场留给投
资者的印象是震荡上行态
势。但数据却显示，活跃
个股只是一小部分，大多
数个股不再被资金所关
注，屡创新低。

截至昨日，2230只股

票今年下跌，只有897只
个股上涨，如果扣除今年
刚上年的新股，仅有约2
成的个股实现上涨。而随
着股市近日连续下跌，已
有1012只个股创2638点
以来新低。虽然当前沪指
仍在3100点之上，但有三
分之一左右的个股却在熊
市中煎熬。

不过有数据显示，本
轮大幅下跌个股多是估值
明显偏高个股。据Wind
资讯统计，4月14日以来，
跌幅超过 15%的个股有
608家，其中只有20只个
股市盈率在20倍以内，市
盈率在50倍以内的个股刚
过四分之一。而百倍以上
以及业绩亏损的个股占比

高达44%，并且这还是市
场连跌数天后的估值，可
见，相关个股此前估值已
大幅高估，股价下跌只是
估值修正而已。被错杀的
个股仅占极少数。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
为，本轮下跌主要是对高
估值、壳概念等个股的挤
泡沫。

周一大盘中阴杀
跌速度很快，但量能
同比并没有放大，沪
指成交金额才不到
2000亿元。有分析认
为，经过这一轮大跌
之后，市场做空动能
逐渐衰竭。

海通证券最新研
报指出，近期市场回调
是“倒春寒”，导火索是
银监会加强监管，资金
面趋紧引起的波动。

中金公司认为，
目前的政策环境下，
重演类似2013年“钱
荒”的可能性不高。

今年金融领域的“整
治行动”可能会打击
过度杠杆化的套利交
易，但不太可能波及
实体经济。

有 分 析 人 士 表
示，由于股市连续下
挫，空方能量有了较
大释放，沪指在3150
点一带有止跌企稳迹
象，后市有可能出现
短线技术性反弹，但
反弹的高度还要视消
息面、成交量而定，
预计反弹高度不会太
高，3200点一带有较
大的压力。

尽管股指重挫，
市场整体资金在出
逃，但少数个股仍被
资金增持。

产业资本对上市
公司较熟悉。以增减持
变动截止日期来看，
Wind资讯统计显示，
本轮调整以来，96只
个股涉及资本增减持，
其中净增持有66只个
股，占比达68.75%，比
例较大。

从增持净值来看，
净增持超过1亿元的共
有12只，其中新湖中宝
被个人股东从二级市

场上大幅买入13.89亿
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
华闻传媒也被大幅增
持超过11亿元。

此外，945 只融
资融券交易标的中，
净买入额为正的仅有
268 只 ， 占 比 不 到
30%，而其余 7成个
股两融资金均在出
逃。整体资金通过两
融流入超过1亿元的
个股共有55只。对于
跌幅较大，杠杆资金
被套，后期能否有强
劲上攻，值得关注。

记者 张波

大资金出逃是主旋律

千余只个股已在熊市中

短期做空动能正趋衰竭

部分资金逆市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