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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了，2022年如何理财？
岁末年初不妨提早锁定“收益”

近年来“打破刚兑”成为
不少投资者耳边的热词，2022
年 1 月开始，资管新规过渡期
正式结束，过去“明码”标注的

“保本理财产品”将会彻底退出
舞台，银行理财产品将进入全
面净值化时代，“闭着眼睛买理
财”的好日子一去不返。

“要是没有保本产品了，我
们该选什么理财产品嘛？”市民
胡大妈的疑惑代表了很多投资
者的心声，“保本”理财产品下
架，面对众多的净值型理财产

品，投资者该做何选择？
“投资者要调整心态适应

新的变化，理财产品不承诺保
本保收益，但并不代表不带来
收益，”一位股份制银行理财师
告诉记者，投资者需要了解不
同理财产品对应的风险条件，
这意味着，选择理财产品并非
收益越高越好，还需要看产品
风险级别。

目前，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时
备注了产品风险评级，R1到R5
五个等级对应不同的风险等级。

如果投资者资金不多，又需要应
付年底随时出现的消费需求，不妨考
虑门槛较低的货币基金，随用随取。不
过在现金管理工具选择上，也有着小
技巧。过去不少市民青睐的互联网“宝
宝”类货币基金，近年来收益率不断下
跌，而部分银行推出的货币基金理财
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反而颇为可观。

“2013 年各种互联网宝宝的七日
年化收益率曾经达到5%，现在越来越
低，今年跌破2%，现在虽然有提升，但
也才2%左右，远远比不上很多银行的
理财产品。”市民刘先生抱怨，过去习
惯了互联网“宝宝”类理财产品，最近
发现这一“零钱”管理工具的收益率太
低，相反很多银行的现金类理财产品
收益更高。

记者走访发现，国有银行不少现
金类理财产品，1万元以上起投，工作
日赎回可实现实时到账，七日年化收
益率能达到 2.5%左右，而本地城商行
的现金类理财产品收益相对更高一
些，比如成都银行的“芙蓉锦程*日日
得益”理财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达到
3.198%。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银行现金类
理财产品由于有发售限额，目前已相
对稀缺。

“现在我们日日得益有发售限额，
客户不一定能够抢到。”成都银行个人
金融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部分低
风险的现金类理财产品由于产品限
额，往往一出来很快就被售罄。

每年岁末年初，对于投资者来说
都是布局理财的“好时机”，每年各家
银行都会推出“开门红”活动，无论是
存款或是理财产品收益率都会有所提
升，并且银行会有一些促销活动，此时
存款或者买理财能够获得较高收益。

考虑到2022年利率环境可能带来
的变化，投资者不妨根据自己需求，够
买一些R2以下的中长期理财产品，提
前“锁定”较高的无风险利率，做好自
己的跨年理财规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吕波

除了掌握理财产品的风险评级之
外，投资者还应该适度降低收益预期。

2021年银行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收益率不断下行。普益标准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全国银行理财收益水
平在3.5%左右，到5月已逐月下滑至
3.4%。而近期招商证券发布的报告显
示，截至12月10日，货币基金收益率
中枢已降至2.10%，现金管理类理财
收益率中枢已降低至2.86%。

2021 年 12 月央行降息，2022 年
理财收益率会如何变化？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
刚表示，降息后市场短期流动性相对

充裕，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整个资金
市场的利率水平还会往下走，未来固
定收益类产品收益率都会继续下行。

“现金类理财产品底层资产大多
是国债、存款和大额存单这类资产，
收益跟无风险利率相关，”一位长期
观察理财业的资深人士认为，2022
年无风险利率有较大可能继续向下。
不过利率变化有一个传导链条，不会
立竿见影反映在近期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上，“岁末年初，投资者可以考
虑中长期理财产品或存款产品，提前

‘锁定’较高的收益率。”
岁末年初，市场上银行“开门红”

理财产品收益相对较好。据记者从市
场调查发现，国有及股份制银行R2
类型365天理财产品，测算年化收益
率在2.5%至3%左右，地方性银行收
益率相对高一些，甚至能达到4%。比
如成都银行近期推出的“芙蓉锦程诚
盈”系列净值型理财产品 R2（稳健
型），成立以来 182 天测算年化收益
率达到 4.08%，364 天的年化收益率
达到4.3%。

此外，投资者也可以考虑3年期
定期存款或大额存单，在利率下行背
景下，各大银行3年期大额存单产品
受到不少投资者追捧。

2021年即将进入尾声，新年也将到来，对于投资者来说，
2022年理财的新变化不可不知：

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保本”理财产品将全部下线，“闭着
眼睛买理财”的好日子一去不返；2021年央行在7月和12月的
两次降准后，12月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2022年利率
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面对这些理财新变化，2022年投资者该如何打理个人财
富？业内人士建议，资管新规推进及利率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投
资者不妨抓住岁末年初银行“开门红”机会，提前锁定较高的“收
益”，做好自己的跨年理财规划。

“保本”没了
你该选的理财产品是……？

“如果过去是偏爱”保本
“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应该选择
R1和R2类理财产品，”理财师
介绍，因为这类理财产品主要
投向风险较低的交易所市场债
券，资金拆借、信托计划及其他

金融资产等，本金亏损概率较
小。而R3（平衡型）及以上的理
财产品，投资股票，外汇等高波
动金融产品，虽有可能获得高
收益，但也有可能造成本金亏
损。

风险
等级

R1（保守型）

R2（稳健型）

R3（平衡型）

R4（进取型）

R5（激进型）

风险
水平

很低

较低

适中

较高

高

产品可能投向

投向交易所市场债券、资金拆借等金
融资产，本金和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较低。

投向类似R1，收益浮动但风险相对
可控。

可部分投向股票、商品、外汇等高波
动性金融产品，比例较低。

可部分投向股票、黄金、外汇等高波
动性的金融产品，比例较高。

可完全投资股票、外汇、黄金等高波
动性的金融产品。

利率或将下行
降低预期提前“锁定”收益

活期零钱
银行“日日得益”
是个好选择

反诈活动 走进小区高校

12 月 28 日，龙泉驿区新城吾悦
广场上热闹非凡，大屏幕上滚动播放
着反诈宣传视频。区公安分局民警、
移动公司员工、街道代表等150人参
加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启
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龙泉驿区副区
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达军与中国移动
四川天府新区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肖峰签署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联
合行动书》。龙泉驿辖区派出所和龙
泉驿区移动公司各服务中心负责人
也在现场签字结对。

即日起，双方将联合社区、物业、
高校，在龙泉驿区开展为期3个月的
反诈宣传专项行动，覆盖 11 个重点
小区和 10 个重点高校。民警现场向
广大人民群众介绍更多的电信网络
诈骗类型，揭批诈骗犯罪手法、解析
典型案例，同时进行防骗提示。

中国移动龙泉驿分公司党支部
书记、总经理周家屹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之所以将宣传重点选
在小区和高校，是因为大学生涉世未
深、社会经验不足，而小区的空巢老
人对新型诈骗警惕性不高、辨别力不
强。时值新年人口流动高峰期，公司
将在人流密集道路、小区出入口等，
以驻点路演、现场赠礼等形式，开展
线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在启动仪式现场，民警和移动工

作人员还一同摆放宣传展板，设立反
诈宣传摊位，通过发放宣传单、讲解
真实案例、有奖竞猜等方式与现场群
众积极互动，向大家介绍常见的电信
网络诈骗类型，推广“国家反诈中心”
APP及“蓉城反诈卫士”小程序。

精准预警 劝阻4.9万余人

今年以来，龙泉驿公安开展了
“护旗”、“断流”、“断卡”、"525"等专
项行动，通过创新打法、合成作战、警
企合作、多元宣传等有力举措，有效
推动了龙泉驿区打击治理此类违法
犯罪能力水平。

今年截至目前，龙泉驿公安抓获
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331名，打掉涉
诈团伙 17 个，先后成功侦破涉案金
额达 800 余万元的“12.28 杀猪盘类
电信诈骗案”、“10.19跑分团伙案”两
起重大案件；开展“扫楼、扫院行动”、

“六进”活动等多种宣传活动，发放宣
传资料 100 万余份；组织群众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App32万余人，注册
“蓉城反诈卫士”微信小程序38万余
人，全面提升预防诈骗能力；精准预
警劝阻 4.9 万余人，挽回损失 900 余
万元。典型案例有同安、北干道派出
所当面精准劝阻，分别为群众止损
90余万元和56万元。

“点对点”推送反诈信息

作为四川移动成立的第22个地
市级分公司，天府移动服务天府新

区、龙泉驿、双流三个区县。该公司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决策部署，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零容忍”的态度，
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坚决
遏制此类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此次活动启动后，天府移动将依
托龙泉驿移动 110 家移动营业厅及
渠道商铺同步开展反诈宣传，覆盖小
区530余个。同时为公安分局在内的
各单位提供短信通道，通过对高发区
域、易受骗人群实现研判，以短信平
台“点对点”方式向广大市民推送反
电信诈骗信息，加强视频彩铃、彩印、
视频短信等媒介方式的应用，以轻
松、有趣的方式强化覆盖宣传，营造
全民反诈的良好氛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针对不法分子组织人员开贩卡用
于诈骗等新问题，中国移动在行业内
首创基于信用惩戒的全网管控机制，
建立了全国涉诈客户不良信用库，对
所有新开户申请强制进行不良信用
查询，对在库人员限制入网。针对犯
罪分子逃避监控，公司充分利用大数
据工具，建立了一整套诈骗电话防控
技术体系，及时将钓鱼网站、手机恶
意软件等纳入打击治理范围。同时，
在行业内率先与公安部门启动“总对
总”协同打击机制，及时上报涉案号
码线索；对国家反诈中心监测发现的
涉诈网站立即进行封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进小区进高校
龙泉驿掀起“全民反诈”

区公安分局携手中国移动，即日起启动为期3个月的反诈宣传专项行动

随着启动台上“警企联动 全民反
诈”的字样缓缓升起，为期3个月的成都
市龙泉驿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于12月28日正式启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启动仪
式上了解到，在龙泉驿区委区政府和成
都市公安局的指导和支持下，龙泉驿区
公安分局联合中国移动龙泉驿分公司，
共同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联合行动，
预计在3个月内完成11个小区、10所高
校，共计21场全民防诈反诈宣传活动。

此举旨在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走深走实，进一步提高群众识骗防骗
反骗能力，构建警企反诈联盟，全力构建
“全民反诈、全民参与”新格局。

12月28日上午，成都市慈善
总会“非遗女红创业孵化项目”
成果展示与“非遗守护人号召”
活动在茶店社区圆满结束。

据介绍，“非遗女红创业孵化
项目”于今年3月25日启动，旨在

建立非遗帮扶就业工坊，助力搭
建非遗文化产品销售平台，让非
遗文化得以传承，同时帮扶农村
女性、下岗女工等能有一技之长，
实现再就业。该项目分别开设了
以“女性领导力”“香囊文化”“盘

扣文化”“茶文化与非遗文创开
发”为主的阶段性课程。首批50名
接受帮扶的学员，于昨日全部顺
利结业，毕业学员向与会嘉宾和
爱心企业展示了第一阶段成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民生
项目推进、新能源拓展应用、新区
建设运营……市属国有企业如何
勇挑高质量发展的“国企担当”？

12月28日，由成都市纪委监
委联合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打造的

“阳光回应·为幸福发声”融媒体
直播特别专栏，聚焦成都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交投集团”），回应群众的关心关
切，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面对大量的资金和项目
如何做好廉洁风险防控？

“营业总收入、利润、净资产
收益率等指标保持45%以上的年
均增长率。截至 2021 年底，成都
交投集团资产规模预计将达到
1600亿左右。”直播一开始，成都
交投集团副总经理李昊首先向市
民报盘企业发展。

随即，主持人提出：“面对大
量的资金和项目，面对可能滋生
腐败的关键环节，如何来梳理廉
洁风险点，做好防控？”

“梳理廉洁风险点是集团纪
委的一项重点工作，企业业务拓
展到哪里，就会把廉洁风险点梳
理排查到哪里。”成都交投集团纪
检监察部部长叶晓恬现场回应，

“同时以制度建设来堵住廉洁风险
点，并针对典型案例，举一反三，以
案促改、以案促建、以案促治。”

“交投集团承担大量的民生

工程，面对群众的期待，如何践行
为民服务情怀？”现场监督员、成
都市政协委员彭浩轩追问道。

成都交投集团投资发展部副
部长林雄现场表示：“成都交投集
团作为成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排
头兵，始终聚焦市民出行服务需
求，强化服务群众品牌化建设，从
细节着手，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
平，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占道停车、景区管理……
服务怎么规范和提升？

现场有群众反映，丹景台景
区停车太难，而且乘坐统一大巴
车上山要两次购票。这怎么解决？

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晶回
应：“丹景台节假日的确存在当地
村民对占道停车进行收费的现
象。在此提醒市民，在景区现场有
成都交投集团打造的‘小红人服
务队’，收费标准是10元。”

高晶表示，目前从地铁站到
景区内确实属于两段交通，收费
两次，前段从地铁站到丹景台景
区，进入景区后为保障行车旅游
安全，有交通换乘车。针对群众反
映，接下来将优化换乘节点，尽量
实现无缝衔接。

“我 11 月 21 日 18 点 24 分将
车停放在科华街的占道停车位
上，19点19分扫码缴费时却发现
停车费为10元。科华街占道停车
位属于二类停车场，起价为每小

时8元，自己仅停放了53分钟，，
为什么收费却变成了10元？”另一
位市民线上提问。

成都交投智慧停车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斌回应：“按照
目前价格体系，占道停车收费分
为白天和晚上，晚上 7 点到第二
天早上 8 点是夜间收费，这会涉
及到白天跨入到夜间的收费标准
的不同，按不同标准进行两次收
费。目前集团正在完善计时计费
系统的优化和调整。”

构建廉洁高效行风政风，为城
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如何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焦
点问题，做好日常监督，督促国有
企业以更高效清廉的行风政风，为
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创新监督方式方法，重点检
查是否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责
任落实不到位、推进任务滞后等
问题。科学运用跟进监督和精准
监督方式，监督企业干部转作风、
强作风。”成都市纪委监委第七纪
检监察室张盛说，同时加强国资
国企纪工委和成都交投集团纪委
联系，建立三项联动机制，针对性
开展精准监督和专项监督，一旦
发现有违规违纪违法，将依规依
纪依法严肃查处。据悉，今年以
来，成都交投集团已党纪处分或
组织处理10余人，其中2人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交通投资事关民生，
如何做好风险防控？

“阳光回应·为幸福发声”聚焦成都交投集团

“非遗女红创业孵化项目”首批学员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