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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当年是被超过6%的
收益率吸引，一头扎进了余额宝的
怀抱，从此与货基宝宝结下了缘分？

7 月 10 日 ，你 打 开 支 付 宝
APP，查看余额宝的收益（如果你
的余额宝还是天弘基金的话），你
会发现，现在往天弘余额宝里放1
万元，一天的收益是6角钱。最大
货基余额宝已经刷新了自其创立
以来的收益最低位。而以余额宝
为代表的货基宝宝们，收成光景也
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戏称：以前1万元每天赚2
元钱给自己加根油条，现在每天只
赚6角多，眼看着半根油条就没了。

随着货币市场流动性宽松的发
酵，今年收益率在低位震荡的货币
基金进一步走低，目前已有超过七
成的货基 7 日年化收益率跌破
2.5%，天弘余额宝还刷新了成立以
来收益率最低位，只有2.269％，万
份收益为0.6089。因为货币式基金
的每份单位净值固定为1元，所以万
份单位收益通俗地说就是投资1万
元当日获利的金额。

资料显示，天弘余额宝成立于
2013年5月29日，高峰时它的7日
年化收益率超过6%，这在当时也是
一个非常惊艳的数字，使当年的新
生产品在短时间内就聚拢了相当的
人气。

投资者吴女士告诉记者，她从
2014年买余额宝开始接触货币基
金，并把它视作活期理财的主阵
地。“我最早从同事们口中听到余额

宝时是2013年，当时我还不太相信
相当于活期理财产品的它可以有
6%的收益率，彼时我还在买5万元
起的银行日日型理财产品，拿着比
一年期存款利率还低点的收益。我
观察了一段时间，才相信这个门槛
超低、取用灵活的产品真的有那么
高的收益。我果断把家庭备用金从
银行日日型理财产品里取出，存入
余额宝。那一阵子，多的时候有近
20万元，平时也有七八万元。虽然
后来余额宝收益走低，但是用习惯
了以后，不太愿意改变，不过存放资
金减到了一两万元。”去年，吴女士
发现收益实在太低了，刚好余额宝
引入新基金，她就转换成博时现金
收益货币A，买了以后发现，比天弘
强了一点点而已，拿7日年化收益率
来看，天弘余额宝是 2.269％的时
候，博时现金收益货币A是2.34%。

公开数据显示，从货币基金整
体收益率看，截至本周一，全市场货
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为 2.36%，
224只基金收益率跌破2.5%，占比
高达72.26%；收益率超3%的基金
屈指可数。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货基宝宝
们的收益率下跌，活期理财阵地的
转移将更为明显。如银行开放式理
财（T+0理财）、创新型存款、个人养
老保障管理产品等都不失为不错的
选择。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
量、留存时间以及收益追求等综合
考虑来进行选择。

记者 周静

本报讯（通讯员 章建峰）去年，
宁波西赛德渔具有限公司被评为宁
波市信用示范小微企业、宁波市行业
转型升级成长之星。公司董事长易
国军在发表感言时说：“信用是企业
发展的最核心力量，也是企业最大的
财富。”

西赛德公司位于鄞州区五乡镇，成

立于2010年，产品行销美国、日本、法
国等40多个国家与地区，是国内渔具制
造行业的领头羊之一。2016年，公司产
业升级，需要投入几百万元资金，但通
过抵押途径只能贷款几十万元，五乡市
场监管所得知企业困难后，鉴于企业信
用好，积极联系相关单位，最终帮助企
业贷款100多万元，解决了燃眉之急。

今年年初以来，在避险情绪和多国央行降息等支撑下，黄
金市场表现抢眼。然而，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本月利率
决议即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金价行情也将步入关键时期。

今年上半年，国际金价涨幅超过8%。7月9日，纽约商
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8月黄金期价比前一
交易日上涨 0.5 美元，收于每盎司 1400.5 美元，涨幅为
0.04%。

分析人士认为，本轮金价上涨，主要缘于世界经济前景
不确定导致各国央行减持美元资产和加强储备多元化的意
愿增强。此外，多国转入降息通道，也提振了资本市场对黄
金的需求。

各国央行一直是黄金市场的主力买家。世界黄金协会
数据显示，过去四个季度，各国央行总购金量为715.7吨，创
历史新高。其中，今年第一季度，各国央行总购金量同比增
长68%。该协会认为，对储备多元化及安全、流动性资产的
需求，是全球央行购金的主要动力。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公司分析师团队表示，
多重宏观逆风因素强化了各国央行从美元资产转向多元化
资产的需求，预计今年是央行购金“大年”。

此外，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近期释放的宽松货币政策信号
也利好金价上涨。美联储在上次货币政策例会后声明“将采
取适当措施维持美国经济扩张”。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上月
也表示，若经济前景没有改善，可能采取额外刺激措施。

世界黄金协会市场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利斯泰尔·休伊
特表示，大西洋两岸的央行暂停紧缩和潜在的政策宽松将
为金价提供支撑。瑞银分析师团队也指出，利率持续下调
是支撑金价的重要因素。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预测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在7月底货
币政策例会后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超过95%。在强烈
降息预期下，当前黄金市场投资者最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鲍
威尔10日将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

徽章咨询公司首席市
场分析师钦坦·卡尔纳尼
表示，鲍威尔对于利率的

表态将决定本月黄
金、白银和美元指数

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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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货基宝宝还好吗？

最大货基天弘余额宝收益率创新低

这家企业靠信用获得贷款

金价涨势能否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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