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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双 11”蹭热度
发行量环比增加 208款

野双 11冶期间袁投资者野买买买冶的热情
也延续到了银行理财产品的领域遥普益标准
数据显示袁 上周 289家银行共发行了 1861
款银行理财产品 (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尧
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尧净值型产品)袁发行银行
数增加 25家袁 产品发行量增加 208款遥 其
中袁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
率为 4.65%袁较上期上升 0.01个百分点遥

上周袁29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袁2个省份的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曰27 个
省份的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
环比上涨袁4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遥 其中袁保本类封闭
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排名
靠前的省份为新疆尧吉林省尧黑龙江省袁分别
为 4.31%袁4.28%袁4.23%曰 非保本类封闭式预
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
的省份为天津尧 上海尧 四川省袁 分别为
4.89%尧4.88%尧4.87%遥

另外袁在上周袁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存续
的开放式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共 1987款袁
较前周增加 7款遥 其中袁全开放式产品数量
为 366款袁较上期增加 2款曰半开放式产品
为 1603款袁较上期增加 5款袁收益率披露较
为完整的产品有 1197款遥

除此之外袁上周在售的开放式预期收益
型人民币产品数量为 846 款袁 较上期减少
33款遥 其中袁全开放式产品数量为 366款袁
较上期增加 2款曰 半开放式产品为 462款袁
较上期减少 35款袁 收益率披露较为完整的
产品共 693款遥 从整体情况来看袁半开放式
预期收益型产品发行量均高于全开放式预
期收益型产品遥 其中袁城市商业银行在售的
公布了收益率的半开放式产品数量最多达
187款曰在售的公布了收益率的全开放式产
品最多的发行主体为股份制银行袁 达 133
款遥 在收益率方面袁半开放式产品整体收益
率均值高于全开放式产品遥 李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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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一个野知识付费冶的时代遥
但凡有点技能袁 总有渠道能让你赚

到钱遥
会画画的袁 可以开个教学课程袁水

彩尧水墨尧Q版等袁总有人愿意付费学习袁
开始可能艰难袁但慢慢成长起来就好遥

会摄影的袁除了开课袁还可以签约一
些图片分享平台袁 米米有个朋友就是视
觉中国的签约摄影师袁 提供照片有版权
费拿的那种遥

噎噎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普通袁 除了

工作外袁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遥那这部分
人要怎么赚钱呢钥

拿米米自己来说袁 我给找了一个门
槛比较低袁 很容易就能入门的赚钱方
法要要要理财遥
有经验后袁我开了自己的公众号袁也

在今日头条尧知乎等社区发文章袁或多或
少有了一些额外的收入遥

所以即使没有任何技能袁 也可以找
个门槛低的袁试着发展一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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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理财外袁 有没有其他门槛很低

的赚钱方法呢钥
肯定有袁只要你愿意发现遥
像米米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网易推

手尧淘宝客等袁分享购物就能拿回扣袁操
作起来也很简单遥

之前还有米粉给我说了一个 野零基
础冶赚钱的方法院写软文遥

市面上很多公司的公关部尧 品牌部
等袁都有推广宣传的需求袁有时会找写手
来帮忙提供文案遥

他们通过一些渠道发布文案要求袁
比如豆瓣尧QQ群等袁写手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能力来认领遥

文字功底比较强的袁可以写一些行业深度稿袁价钱高得很遥
文字功底弱的袁就试一些简单的稿子袁价钱会比较低遥
据这位米粉介绍袁他现在每个月接稿的数量稳定在 10篇左右袁

每篇差不多 500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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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知识尧技能赚钱袁属于比较高级的方式袁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

精通于此道遥
这个时候袁不妨试试贩卖自己的业余时间袁这也不失为一个好

办法遥
像滴滴刚火那一阵儿袁米米身边很多同事都注册了滴滴顺风车

的司机遥
下班后或者周末顺带着拉一两个乘客袁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却也

能赚点零花钱遥
米米之前去三里屯买某网红奶茶袁排队得 3个小时左右袁于是

我加了一个野代购奶茶冶的 QQ群遥
原价 30左右的两杯奶茶袁如果请别人帮忙排队的话袁需要 150元遥
3个小时袁120元袁如果是兼职的话袁时薪还不错哟浴
可能有人觉得这样贩卖时间过于廉价袁但说实话袁你业余时间

又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呢钥 李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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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尧 你要知道自己能
做什么袁擅长做什么

静下心来袁想想自己能
做什么院改雅思作文钥 写申
请文书钥办出国签证钥做英
语翻译钥 因为我学习的是
英语翻译袁通过自己的专业
学习和工作经历袁以上的这
些是可以做的遥

那么袁除了这些袁如果
我还可以培养哪些新技能
呢钥 想过做手工袁比如挂毯
和衍纸袁但是因为做手工耗
时又费力袁所以学到一半也
就放弃了遥 想过学摄影袁报
了个课程袁价格稍微有点提
高袁 加上自己审美不够袁最
后效果甚微遥

其实袁那些在这个时代
里赚到钱的人大多是在某
一方面做到专业甚至是极
致的人袁他们的成功可复制
也不可复制遥 可复制是因
为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只
要在某一方面做到精袁自然
会有人来求购知识袁不可复
制是因为他擅长的你未必
擅长遥

白岩松说过这样一句
话院野一个人的价值尧社会地
位袁是与他的不可替代性成
正比的遥 冶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长处袁我们要想在竞争中
获胜袁更应该放大自己的长
处袁而首先我们要找到自己
的长处在什么地方遥

二尧要多看多想多发现
起初袁我以为闲鱼上只

是卖衣服的袁后来发现上面
有很多卖技能袁比如雅思口
语袁家教袁教钢琴的袁等等遥

此前我曾帮香港一个
机构批改雅思作文袁 一篇
15元袁 后来我在闲鱼上发
布技能改雅思作文袁 一篇
30元遥虽然顾客不多袁但是
偶尔有几个遥 不过因为有
别的安排袁我很早就不做了遥

后来发现袁有人卖自己手抄版的笔
记袁一本几元甚至几十元袁居然也有很
多人购买遥想想自己当初各种考试的笔
记袁全部都扔了袁可能错过了一个亿遥

我喜欢没事刷刷微博和知乎袁里
面有很多人的人生经历有借鉴意义遥
有人字写得好看帮人代写或者开写字
班曰有人插画画得好签约好几家公司袁
还能开培训班曰 有人翻译做得好兼职
收入不少曰 有人烘焙做得好开了自己
的小店遥

人生诸多可能袁可以找准然后开始
行动袁多看多想多尝试袁世上本没有属于
我的路袁尝试的多了袁就走出了一条路遥

三尧没有行动袁一切都是泡沫
我曾经想通过开创建公众号袁并

且好好运营袁但是一直到现在袁我都没
有认真发过文章遥 不是说当时做了就
一定会怎么样袁而是总有遗憾遥

我曾经设置了一个攒钱计划袁但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袁 最后也没有多少
积蓄遥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实现的目
标和计划袁最后大多是因为拖延症和懒
癌袁不了了之遥 最后就变成我们一边大
声叫嚣着野哎呀我太穷了冶袁一边无动于
衷遥有些人袁终其一生袁只能是自作自受遥

我可能努力很久也没办法实现月
入五万的目标袁 但是在这样边看边想
边学边赚的过程中袁 我也在转换自己
看问题的思路袁慢慢就发现袁视野越开
阔袁我想袁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遥 刘清

李
嘉
诚
总
越
会
赚
钱
的
人
越
喜
欢
花
时
间
在
这
3
件
事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