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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商行频现6%高收益

清明节前夕，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已经小

幅下滑， 根据普益财富提供的数据显示，上

周1个月（含）以下期理财产品28款，平均预

期收益率为3.89%；1个月至3个月（含）期理

财产品370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35%，短

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同比下滑。 但是，期

限较长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却没有走低，

其中，3个月至6个月 （含） 期理财产品124

款，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66%；6个月至1年

（含）期理财产品118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65%；1年以上期理财产品6款，平均预期收

益率为6.38%。

同时，《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银率网发

现，多家城商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仍在6%以上。

其中，大连银行昨日（4月8日）起售的

“明珠理财‘月月赢’2014年债券型产品第51

期(35天)”产品预期最高收益率为6.6%，产品

起购金额为10万元，投资期限为36天。另外，

天津银行在4月2日起售的“2014年‘汇富计

划8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182天)(电子渠道专

属)”的预期最高收益率可达6.3%，该产品起

购金额为5万元，投资期限为182天。此外，南

京银行、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均有在售预期收

益率超过6%的稳健型低风险理财产品， 其共

性特点是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 期限一般在

一年以上，资金投向主要是存款、同业拆借、

债券、票据、金融工具、货币基金等。

宝宝军团“横盘”5时代

上述某股份制银行高级理财专员向记者

表示，理财产品收益与市场的经济变化有关，

之前理财产品收益多在6%以上主要是受过年

时点以及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较高

的影响， 最近理财收益下跌是因为人民币阶

段性贬值造成美元和人民币波动， 利率肯定

会有所下降。“理财产品有投资结构， 银行为

了吸收存款只能给这么高的收益， 一般投资

更倾向于风险比较高的权益类理财产品例如

债券、股票等。”

而与近日部分银行推出6%以上预期收益

率理财产品相比，被称为“宝宝军团”的网络

余额宝类金融产品的7日年化收益率则受目

前行情影响普遍下跌。 以微信理财通为例，4

月1日，每万份（元）收益为1.5909元，7日年化

收益率为5.421%，4月4日每万份（元）收益为

1.4552元，7日年化收益率为5.466%。其他网络

金融产品也大致差不多，4月4日， 余额宝、百

度百赚的 7日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5.367% 、

5.119%。

中信证券金融产品组的黄晓萍表示，近

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虽有所回落， 但仍处

于历史高位。 随着信用风险点不断暴露的影

响，银行出于回避风险的考虑，在高收益的非

标类资产上的投资冲动将会降温， 银行理财

产品的高收益中长期可能难以持续。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张威

部分银行理财产品收益超“宝宝”

货币基金收益普遍下滑，银行理财收益下滑速度相对较慢，多个城商行仍支撑6%高收益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率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 省钱

又轻松呢？ 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

面的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

贷款机构表示， 想要融资的读者可前

往品信金融了解， 也可拨打便民金融

热线86203336咨询。同时，笔者与品信

金融总经理杨总探讨了贷款难等焦点

话题。

■最快当天拿钱 房、车按揭放大90倍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贷款就

这么简单，免抵押，最高可贷200万，按揭

房利息最低8厘5，按揭车利息最低9厘5，

及时审批， 当天放款， 享受超低银行利

息。”品信金融业务主管罗勤说，在实际

业务中，个别客户因为征信、抵押物、还

款流水等问题， 在部分银行不能正常贷

款，品信金融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在

3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贷款方

案。“例如每月需还月供是2000元，那可

贷款最高额度是18万元， 相当于放大90

倍。”罗勤说。

■快速借款 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款车、合同房、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汽车贷款担保申

请快速借款，速度快，当天就能拿到钱，

额度高、方式灵活。在品信金融大厅，笔

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她面临300

万的资金缺口。通过朋友介绍，李女士拨

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86203336，当天

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通过实地调查李

女士的经营门店，品信金融又追加了100

万元贷款。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抵押放大150%

� � 杨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于打造首

个成都市利息低， 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

款平台。通过绿色通道，客户凭全款房当

天就能拿到钱，并享受银行利息。针对银

行的要求各不相同， 品信金融根据最新

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

20%，银行贷款利率低至5.7厘。品种有随

借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

还款方案。年限高达30年，住宅商铺最高

可放大150%。而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

放款更快。距成功贷款只有三步：联系品

信金融、申请办理、成功放款，让贷款像

购物一样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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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蒙）

品信金融专栏

来自中钢协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两个

月， 国内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亏损28亿

元， 钢铁行业可能将遭遇到2000年以来最差

的年度第一季度表现。 依托攀西地区丰富的

钒钛磁铁矿资源，经过40多年的建设发展，攀

钢已成为我国最大、世界第二的产钒企业，我

国最大的钛原料和产业链最为完整的钛加工

企业。然而，随着钢铁行业由盛转衰，近年来

巨亏的事实让攀钢陷入尴尬的境地。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大德3月底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年整个攀

钢集团亏损50个亿，今年目标是大幅度减亏。

攀钢究竟怎么了？攀钢如何重铸辉煌？对此成

都商报记者日前前往攀枝花进行了采访。

钒钛分离难 就像玉米绿豆混了大米

据攀钢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攀钢具备

年产铁精矿1500万吨，粗钢1200万吨，钒制品

（以V2O5计）3.8万吨，钛精矿70万吨的生产

能力。不过这样的数字对整个攀钢而言并没

有转化成经济效益。张大德表示，让他头痛

的是攀西钒钛磁铁矿是粘合体， 很难分开。

“就像是一堆粮食里面又有米又有玉米又有

绿豆。米不值钱，但要把玉米和绿豆挑出来

非常费劲要花很大的成本和力气。” 攀钢一

位员工如此形象地表述分离钒钛磁铁矿面

临的困难。

张大德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目前攀钢面

临很多困难，比如说离目标市场远，物流成本

高，“连续3年铁路运费涨价， 而每涨一分钱，

集团公司的运营成本一年就增加3个亿。”现

在很多企业选一个钢铁厂厂址， 都尽量选择

沿海，因为海运可以降低整个物流成本。据了

解，和鞍山钢铁对标数据，一吨钢铁产品攀钢

物流成本比鞍钢高132块钱。

张大德指出，目前国家出台政策，五大产

业被限制贷款，其中钢铁行业首当其冲，这也

让攀钢在融资方面显得捉襟见肘。“续贷已很

困难了，现在是大量开商业票据实现融资，成

本非常高。去年整个集团亏损50多个亿，财务

成本就30亿。”

中兴靠科技 高铁钢轨行销五大洲

“在我们的钢轨上飞驰，您可以睡得像婴

儿一样”，这是位于攀钢轨梁厂的一幅宣传海

报， 一支支通红钢坯从攀钢万能生产线上变

身钢轨，远销五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而国内

京沪线、京津线等高速及重载铁路，也几乎都

是攀钢钢轨为其保驾护航， 轨梁厂因此成为

攀钢旗下盈利率相对较高的业务板块。

而张大德期待这样的高精尖技术能够

多一点，他表示，“科技兴则攀钢兴。再走钢

铁老路肯定走不通，只有做钒钛才有重生的

可能。”钒钛利用率低成为制约攀钢的短板，

尽管开发利用钒钛磁铁矿的水平在国内领

先， 但目前仍只利用了70%的铁、47%的钒

15%的钛，“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利用率，让钒

钛来反哺钢铁是攀钢走出困局的关键”，张

大德认为。 攀钢在提升钒钛综合利用的同时

也在“瘦身”减负，“攀钢改革力度很大。现在

必须要坚持让员工能进能出， 让干部能上能

下，不能再吃大锅饭，这样才能增强企业竞争

力。”张大德表示。

钒钛是稀缺的军工材料， 国际上将钛材

占金属比重， 作为衡量军用飞机性能的重要

标志。目前，攀枝花境内钒钛铁磁矿保有储量

达67亿吨，钒、钛储量分别占全国的63%、93%

和全世界的11%、35%。

尽管企业面临这样那样的困难， 张大德

还是对攀钢中兴充满信心， 其中很重要一点

就是2013年3月1日， 国家发改委批准设立国

家唯一一个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试验区———攀

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攀枝花市被全

域纳入其中。 虽然一些企业在钒钛中下游产

业上有所布局， 但它们往往只在部分领域有

所布局。“由于有钢铁产业的支撑，攀钢依然

是钒钛产业研发最全面的、链条最完整的。”

而根据试验区的规划， 攀枝花将以建成

世界级“钒钛之都”为目标，到2015年钒钛产

业产值力争达2000亿元， 钒钛产品产量居世

界第一；到2020年，建成全球最大、最强的钒

钛产业基地。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铁路运费每涨一分 攀钢一年多花3亿”

针对行业回暖乏力、成本上升等难题，攀钢瘦身减负，“押宝”钒钛开发升级谋中兴

近期，互联网理财收益持续下滑，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也渐渐走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银

行理财收益下滑速度相对较慢。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银率网发现，单从收益上看，部分城商行仍有一些理财产品收

益在

6%

以上， 该类产品购买额度并不高一般以

5

万起购， 但是期限一般都比较长多一年以

上，同时具有非保本、浮动收益等特点，资金投向以组合投资为主，主要投向是组合类投资，

包括存款、债券、同业拆借、票据等。某股份制银行高级理财专员向记者表示，城商行理财产

品收益下滑缓慢主要与其需要通过高收益吸收存款有一定关系。

制图 余进

受券商保险、煤炭、银行等板块集体发

力带动，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大幅反弹。上

证综指盘中2100点得而复失， 与深证成指

同步录得近2%的涨幅，沪深300指数涨幅则

高达2.37%。两市成交大幅放大，总量突破

2000亿元。

昨日上证综指以2054.53点小幅低开，

稍稍回落后开始稳步上行。 午后沪指一度

攀上2100点整数位，经过反复震荡后，尾盘

收报2098.28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39.45点，

涨幅为1.92%。

深证成指走势与沪指相近， 收盘报

7508.66点，涨140.86点，涨幅为1.91%。

沪深两市告跌品种总数不足500只，远

少于上涨数量。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两

市22只个股涨停。

昨日沪深两市呈现量价齐升态势，分别成

交1080亿元和968亿元，总量突破2000亿元。

所有行业板块均随大盘走升。 券商保

险、煤炭、汽车、银行四大权重板块涨幅领

先，且均达到2%左右。电子、日用品、化肥农

药、IT等板块涨势相对较弱。

证监会发布优先股发行信息披露准

则，再度激发市场对于优先股的热情，从而

推升A股以银行股为代表的蓝筹板块。大盘

股指数表现明显强于创业板等中小市值股

票指数，意味着市场风格转换或正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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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摸清详情

本案线索最初由交易所提供。 天威视讯

2012年4月5日发布临时停牌公告称， 有重大事

项需要披露。交易所系统通过监控发现，在停牌

前， 上市公司及其他一些地区有部分账户交易

异常，具备内幕交易的一些特征。其后，由重庆

证监局牵头，与云南、贵州两个证监局组成初步

调查联合调查组。调查工作持续了一段时间后，

调查人员感到案情复杂， 向证监会提出正式立

案调查申请。证监会决定由稽查总队牵头，同时

吸收重庆、贵州、云南三家派出机构的初步联合

调查组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

初步调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时间， 转为立

案现场调查半个月后， 稽查人员从看似千头万

绪的线索中抽丝剥茧， 逐步掌握了内幕交易关

系。 稽查人员一共调查了47家证券营业部的66

个证券账户，调取了13家机构的工商资料、38家

银行网点的205个银行账户， 核实了327名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调查组根据信息

传递关系，将30名涉案人员分为十多组，涉案金

额将近7000万元。其中，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

巡视员的倪鹤琴组买入金额达3168万元， 也是

本案中涉案金额最大的组别。

与以往内幕交易案相比， 此次涉案人员

的交易手段更为多样。稽查人员介绍，有的情

况确实比较简单， 知情人或配偶利用自己或

配偶账户直接进行交易；有的情况比较复杂、

隐蔽，在信息传递、资金划转、账户操作等关

于内幕认定的环节采取了一些规避手段。例

如，利用他人账户交易，委托朋友或看似局外

人进行交易。

此次涉嫌泄露内幕信息的均为重组过程中

相关各方的管理人员， 他们有条件和机会在工

作的不同阶段参与重组工作或获知重组信息。

重组中保密措施缺失

天威视讯重组是深圳市广电网络改革重组

方案的组成部分，工作由深圳市委宣传部主导，

深圳广电集团组织实施工作。稽查人员指出，本

案的特殊性在于， 被收购方人员安置分流和身

份转换问题是重组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处理中最棘手的问题。为解决好这一问题，当地

主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 致使知道内幕情况的

知情人范围不可避免地扩大。

本次重组的具体领导和组织者的法制观念

不强， 防控措施缺失是导致本次案件的最重要

原因。组织者确实倾力解决重组过程中的难题，

但忽略了《证券法》对信息保密的要求，也没有

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致使获知信息的许多人参

与交易。此外，市场相关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各

级各类主管部门和相关人员， 对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信息的保密意识比较淡薄， 守法

意识有待提高。

中国证券报

上交所：

上市公司红利到账6月起“提速”

针对部分投资者对沪市上市公司红

利到账等待期较长问题的质疑， 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 经与有

关机构协调， 沪市上市公司红利到账将

于6月起“提速”。据介绍，自2014年6月1

日起， 沪市上市公司在实施A股现金红

利派发时， 红利发放日必须安排在股权

登记日的下一交易日。上述负责人提醒，

“红利发放日”并非“红利到账日”，具体

到账时间取决于投资者资金账户开户银

行的系统安排。

新华社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受优先股试点办法定稿出台等利好

消息影响， 周二沪深两市双双低开高走，

沪指以一根长阳线收盘站上2080点，成交

量明显放大。中小板、创业板指数的表现

相对弱势，涨幅偏小。从盘面看，昨天大盘

蓝筹股集体走强，军工、金融、券商，煤炭

等轮番发力， 推升沪指盘中突破2100点，

挑战半年线压力。在外盘大跌的情况下，A

股不受影响放量上攻，可见多头是多么的

急不可耐。 本栏目近期一直唱多蓝筹股，

坚信权重股引领的一波行情即将到来。昨

天放量突破前期平台，或许就是吹响了冲

锋号。目前，市场风格转变，“二八”现象

明显，投资者当顺势而为。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准

确和深入，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周一

至周五每天12：00、18:00《吕冲说市》，两

档节目邀请著名证券分析师透彻解析大

盘、详说板块、精研个股，在迷雾重重的行

情中为你正本清源。今晚的嘉宾是国金证

券蔡翔、长江证券陈迎、华泰证券张永红，

敬请关注。本周，哪位分析师最受欢迎？市

场最关注的热点又是哪些？下周机构最看

好哪些股票？一切尽在周五18：00《吕冲说

市》特别节目“周末金马汇”。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

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

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司机、亲属都没跑脱

天威视讯近7000万内幕交易曝光

权重发力 沪指逼近2100点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涉嫌

内幕交易案涉案人员数量较多， 无论是移

送公安机关的人数， 还是移交行政处罚的

人数， 均创证监会近年来查办的内幕交易

案件之最。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日前剖

析该案件时指出，该案件传递链条多、范围

广，调查难度大。不仅涉及政府主管部门、

上市公司、重组相关方及有关人员，还扩散

至知情人的司机、校友、客户、原同事等较

外围人员。 稽查人员从看似千头万绪的线

索中抽丝剥茧，逐步掌握了内幕交易关系。

资料图片

停牌两个月后，2012年6月

天威视讯发布公告,拟通过向深

圳广电集团等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天宝广播

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天隆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两项资产。

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巡

视员的倪鹤琴是该资产重组工

作的主要协调者和参与者，其

涉嫌利用本人及司机的证券账

户内幕交易“天威视讯”股票，

同时涉嫌向其亲属泄露内幕信

息， 深圳天宝公司总经理冯方

明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 涉嫌

向其配偶、亲属、司机等泄露内

幕信息， 该类人员均涉嫌内幕

交易，金额较大。

多头的“不抛弃、不放弃”，总算是

收到了成效。 昨天是清明节后的首个

交易日， 虽然承受着海外市场下跌的

压力，但多头反其道而行之，沪指低开

高走，最终收出一根长阳线。对于昨天

的长阳线， 虽然幅度不如

3

月

21

日，但

其对多头而言依然十分重要， 甚至可

以说是多头的一根“续命”长阳。正是

有了这跟长阳线， 使得多空双方之间

的平衡线再次转向了多方， 又一次让

大盘暂时避免了破位的危险。

昨日撑起沪指大涨的依然是银

行、保险等权重板块，其中，小银行的表

现更为抢眼，兴业银行大涨

8.04%

，吸引

了

40

多亿元的巨量资金抢入，这对延续

多头的强势有很重要的意义。 银行股

大涨， 我感觉还是与政策面的持续影

响有关。现在管理层更愿意看到的，还

是通过优先股等利好政策稳住市场，

而暂时不急于重启

IPO

。没有相对强势

的行情，强行重启

IPO

可能的结果是一

二级市场双线受挫。所以，正是现阶段

政策面的偏多， 诱发了近两个交易日

的强势反弹， 而且反弹力度确实超出

了市场预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后市

对多头就一马平川了， 或许这根长阳

真的就是“续命”长阳，而空方力量也绝

对不会现在就宣告投降。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就在反

弹来临之际，多空两派机构却开始“大

打出手”了。昨天，唱多的机构国泰君安

发布二季度策略展望，称上证指数在二

季度将迎来

400

点以上的大反弹， 建议

抢蓝筹夺龙头。不过，同样在昨天，空方

代表安信证券发表策略观点称：“把握

当下撤退良机”。 安信甚至在观点中直

接反驳国泰君安的观点称，“除非央行

明显放水， 否则市场很难兑现

400

点的

反弹……短期反弹不可持续，市场仍需

调整”。两大机构的

PK

，让投资者更纠

结了，到底是进攻还是撤退？

我依然认为，政策面是刺激行情短

期震荡上行的重要因素，但宏观经济难

有大的起色，却是制约大级别行情的关

键。因此，就股指而言，由于周线上方压

力重重， 尤其是要想突破

120

周均线更

是难上加难。因此，在周线没有突破之

前，依旧不能判断为反转行情。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续命长阳

*ST超日复牌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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