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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收益推高
近期是买入好时机

聚焦智造产业融合发展
厦门工博会下月将举办
不同类型理财
产品收益率

2 月份银行理财收益率创 31 个月新高，
“季末因素”
或继续推高收益率

非保本浮动收益类

5.17%

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
2月份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
年化收益率为4.91%，
创下2015年8月以来的新高。
而本月底
的
“季末因素”
或将继续推高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如果您
有购买需求，
近期是买入的好时机。
记者 郭舒晨
保本浮动收益类

数据

观点

4.39%

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91%

融 360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
月份共发行银行理财产品 11086 款，
较 1 月份减少了 3355 款。
不过，
2 月份
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 4.91%，
较 1 月份上升了 0.05%。
这 11086 款理财产品中，967 款
为保证收益类，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35%；2525 款为保本浮动收益类，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39%；6853 款为
非保本浮动收益类，平均预期收益率
为 5.17%。

分析人士说，
2月份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大
幅下降，
主要受春节长假
的影响，
银行暂停发售新
的理财产品。
而平均预期年化收
益率创新高，
主要是因为春
节前后市场流动
性略微偏紧，
但市
场利率继续上升，
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率也随之走高。

保证收益类

4.35%

今年理财收益可能继续走高

目前市场流动性维持相对平稳
状态，因此 3 月份第一周银行理财产
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90%，与上
个月变化不大。
记者采访发现，
我市不少银行目前
都有发行预期收益率超过5%的理财产
品。
多位理财师均表示，
按照惯例，
本月
底的
“季末因素”
或将继续推高银行理
财产品的收益率。
“2018年货币市场政
策整体上还是偏紧的，
从长期看，
今年
利率走高的概率较大，
因此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可能会继续走高。
”
兴业银行厦
门鹭江支行理财经理颜伟莉说。
值得一提的是，自资管新规发布

以来，有观点认为保本理
财将要退出市场，于是有
投资者抓紧机会购买保本
理财产品。银行人士
认为，
从目前看，
保本
理财短期内不会立即
退出市场，
因为资管新
规给了银行一定的过渡
期，
整改期截至2019年
6月。
记者也注意到，
近期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发行
量保持稳定，
占比仍在1/
3 左右，
业内预计短期内
不会有大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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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的厦门证券公
司，
是中国最早设立的证券公司之一。
控
股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是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依托
公司全牌照优势和股东央企金控背景，
公
司全牌照经营，
“大资管、
大投行、
大财富、

大协同”
战略指引，
拥有财富管理、
资产管
理、
投资银行、
投资管理、
证券研究五大业
务条线，
致力于打造综合金融服务
“工具
箱”
，
现已成为行业内成长最快的新型券
商之一，
网点覆盖全国20多个城市。
扫一扫关注微
信 公 众 号 ，获
取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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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年度报告或业绩快报，其中业绩
增长高于 30%的公司共有 71 家，业绩
同比下降的上市公司有 72 家。
上周，
电气设备与新能源行业上市
公司有8家上市公司重要股东二级市场
交易，
其中4家公司增持7笔，
增持部分参
考市值 2668.92 万元，4 家公司减持 13
笔，
变动部分参考市值6737.56万元。
下周，
将有 2 家电气设备与新能源
行业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
均为首发股
东解禁，
解禁市值合计约32.74亿元。
（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长城国瑞证券研究所
分 析 师: 刘 宾 执 业 证 书 编 号 ：
S0200514120001
分析师助理：李凌翔 执业证书编
号：S0200116100001

本报讯（记者 高金环 通讯员 张一博）
2018 厦门工业博览会暨第 22 届海峡两岸
机 械 电 子 商 品 交 易 会（简 称“ 厦 门 工 博
会”
）将于 4 月 12 日—15 日在厦门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昨日，记者从主办方召开的
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厦门工博会将携手
两岸制造业权威机构及其知名企业，展示
两岸工业合作进展、智能制造最新趋势，
打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最前沿、最集中
展示平台。
2018 厦门工博会展览面积为 8.5 万平
方米，展位规模将超过 3500 个，设有机床
设备、智能制造、橡塑工业、工模具、印刷
及广告设备、工程机械等专业展区，其中
智能制造、印广设备和工程机械继续以独
立 IP 对外招展招商。
在展会上，除了展出各式功能先进的
机器人，还有各种高端酷炫的自动化与智
能化设备和软件，互联网热门的虚拟化显
示技术及最新平板显示技术也将一一呈
现。截至目前，ABB、发那科、松兴、航天科
工、广州数控、思尔特机器人等知名企业
确定参展。
据统计，目前已确定近 800 家参展企
业，
老展商比例超过七成。
工博会以其专业
性、高端化、市场化的办会做法，集聚一大
批专业展商和采购商，已经成为海内外以
及两岸相关行业企业每年必定参加的展
会，其参展效益和行业引导力得到了展商
的肯定，
提升了客户的忠诚度和黏合度。
此外，今年厦门工博会期间，组委会
将紧扣两岸经贸和产业合作等热点议题，
策划一系列论坛研讨以及新品发布活动。

涉嫌操作多只次新股
一厦企将被罚 55亿元

新能源发电项目稳步推进
可关注相关电气设备公司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18 年
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以下称“指导意
见”
）。根据指导意见，2018 年全国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5.5 亿吨标准煤左
右；2018 年新能源领域重点项目将有
序推进，其中核电行业年内计划建成
三门 1 号等 5 个核电机组，合计新增核
电装机约 600 万千瓦；风电行业年内
计划安排新开工建设规模约 2500 万
千瓦，新增装机规模约 2000 万千瓦。
扎实推进部分地区风电项目前期工
作，项目规模约 2000 万千瓦；光伏行
业将有序推进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
建设，年内计划建成中广核德令哈、首
航节能敦煌等示范项目，装机容量约
20 万千瓦；生物质发电年内计划建成
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约 150 万千瓦。
根据指导意见，2018 年新能源发
电项目将稳步推进，其中核电项目年
内计划新开工 6-8 台机组，风电项目
也因三省市解除风电红色预警将得以
复苏。建议持续关注风电及核电领域
的电气设备公司。
截至 2018 年 3 月 11 日，共有 190
家电气设备与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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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海军）今天上午，证监
会组织召开稽查执法专场新闻通气会，通
报了 3 起近期查处的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案
件，包括一起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两起
操纵市场案。
其中，厦门北八道集团因涉嫌多账
户、运用杠杆资金巨额操纵多只次新股股
票，将被证监会开出史上最大罚单。证监
会稽查执法人员介绍，经查明，厦门北八
道集团涉嫌操纵的次新股包括张家港行、
江阴银行、和胜股份等，操纵期间累计获
利 9.45 亿元。该案目前已经过调查审理和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证监会将对北八
道集团作出“没一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
款总计约 55 亿元。这将成为证监会行政处
罚历史上开出的最高额罚单。记者查询得
知，
北八道集团是厦门一家物流集团。

市场风格明显变化
超九成个股近期上涨
今年 2 月 12 日以来，上 证 指 数 和 中
小板指数均在大幅调整后重新上涨，创
业板指数也同期开启明显升势。
据统计，这期间 A 股市场上涨股票数
量达 3166 只，超过 A 股股票总数的九成，
普涨是市场的主要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
在
剔除 2018 年以来上市的股票后，
上述期间
涨幅跑赢同期创业板指数的多达 1664 只。
上述情况表明，当前市场风格相较于
去年，已出现明显变化：从去年的蓝筹和
白马股领涨，已转为中小市值股票，特别
是其中的创业板股票领涨。此外，从年报
和业绩快报数据来看，上述股票中多数
2017 年度净利润同比出现增长，多数都契
合当前风口。
（投资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