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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硬币发行 60 周
年遥 数十年来袁 一枚枚小小的硬
币袁不仅满足了货币流通的需要袁
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袁 更承载着历
史和时代的风貌袁 见证了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袁同时也因其工艺尧设
计上的突出特点袁 成为每一个时
代的经典印迹遥

音方寸间的艺术
野物以稀为贵冶是硬币收藏者

遵循的价值逻辑袁 但在这小小一
枚硬币的方寸之间袁 艺术性仍然
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遥 随着我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袁 浓缩在方寸
之间的艺术价值也在逐步提升遥

野流通硬币要将设计限制在
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袁 要适合大
批量加工遥 总体来看袁其设计感尧
形式感尧艺术感越来越强遥 冶朱熙
华是上海造币有限公司的一名
野80后冶工艺美术师袁在他的眼里袁
评判一枚硬币的标准是其艺术
性遥 每一枚硬币从设计图纸变成
石膏模型袁都少不了这些设计者遥
他们不仅要懂绘画尧雕刻袁还要对
金属材料的特质尧 硬币制造加工
工艺了然于胸袁按他们的说法袁这
样才能将材料的特性充分发挥出
来袁 让艺术性与金属材料充分融
合遥

现在袁 一枚硬币从普通的金
属变成流通的人民币袁 要经历这
样一些步骤院首先袁将钢带冲裁成
圆形的造币坯饼袁 之后光边获得
硬币压印所需要的边形袁 再经电
镀给基材镀覆上一层镍的外衣袁
而后通过滚字在坯饼边部形成特
殊的字符袁 并清洗坯饼以提高表
面质量袁 经压印成具有花纹图案
的硬币袁最后通过成品检查尧计数包装尧装箱打
包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库遥最后袁通过商业
银行袁到达我们的手中遥

野老三花冶的设计者之一尧上海造币有限公
司高级工艺美术师余敏是我国第四套人民币中
的 1元牡丹硬币原模的雕刻者袁 从 1980 年至
今袁他不仅设计出了人们喜爱的流通硬币袁更设
计出了获得世界大奖的纪念币院 他设计的 1983
年版熊猫银币获得了 1985年度世界银币大奖遥

音魅力经久不衰
野以前袁每年夏天是硬币投放的高峰袁一些

水果商贩尧冷饮店对硬币的需求非常大遥近两年
来袁这些小商贩很少来银行兑换硬币了遥 冶中国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北区支行行长金列奇介
绍袁随着第三方支付手段的发展袁近年来硬币的
需求量逐步减少遥 该行每天硬币投放量约为 35
万枚袁今年以来投放量减少了 5%到 10%袁去年
投放量减少了 3%至 5%遥

投放量尧 需求量的减少是否会对流通硬币
的收藏造成影响钥一位资深硬币收藏者告诉叶经
济日报曳记者袁如果从投放量来看袁央行每年对
各地的硬币投放量是一定的袁 这部分数量不管
是否投放都存在袁因此对价格的影响不大遥但一
些早期品种袁如 2010 年以前的硬币袁现在不再
制造了袁库存也有限袁部分品种在流通中越来越
少袁因此价格也会逐步上涨袁其中尤其以整箱尧
整盒尧整卷的最佳袁价格涨幅最大遥

近期袁 市场对梅花 5角的炒作热情也在上
升遥 近一个多月以来袁梅花 5角身价大涨袁最为
稀少的 1993年梅花 5角袁全新品相的价格已经
超过其面值的 140倍袁其余年份的梅花 5角袁也
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遥

这一波上涨不仅引得人们都回家翻出了存
钱罐袁更使得部分硬币爱好者开始出手野囤货冶遥
但上述资深硬币收藏者认为袁 从目前市场整体
的收藏需求看袁虽然价格有上涨袁但成交不畅遥
以梅花 5角为例袁虽然价格被炒上去了袁但近期
成交有限袁实际上是野有价无市冶的局面遥未来硬
币及所有类型收藏品市场行情的向好还须等待
政策面的利好袁长期看袁如果整体市场行情能够
发生转变袁 那么流通硬币也能迎来一波恢复性
的上涨遥 范平

全球超过 80%的人口在全球
经济增长中占了超过 60%的比重袁
新兴市场(EMs)在结构上的前景很
乐观遥

在经历了一系列不确定的因
素之后袁由于外部脆弱性上升和经
济逆风袁新兴市场现在看起来更加
稳固遥在强劲的 2017年之后袁经济
学家预计 2018年将是另一个充满
希望的一年遥

大多数投资者认识到新兴市
场的潜力袁但却很难找到合适的投
资方法来参与这些具有吸引力的
市场遥 EMs具有高度的多样性袁跨
越了四大洲和 20个时区袁 以及众
多的货币遥历史回报的分散性很广
泛遥在过去的 10年里袁最好和最糟
糕的新兴市场股票市场之间的回
报差距大约是 300%遥

什么是正确的方法钥
应该强调了投资新兴市场的

四种方式袁这取决于投资者的目标
和风险偏好袁但强调了复杂且结构
良好的投资过程的重要性遥持续监
控风险和回报潜力袁并将分配转移
到提高回报配置或降低给定策略
的风险袁这是至关重要的遥

1尧全天候的解决方案院在资产
类别中释放潜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袁投资新兴市
场的最有希望的方法是一个动态

的多资产类别投资袁跨越债务和股
票市场袁收获最有意思的机会遥 在
被认为低估的货币中袁地方债券市
场提供了非常有吸引力的通胀调
整后的收益率遥再加上通常以美元
发行的外债袁从而提供了一个可靠
的基础袁 可以带来有吸引力的回
报遥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盈利衰退
后袁随着利润率的回升袁股票市场
又能抓住增长潜力袁 提高盈利能
力遥

2尧 以收益为导向的投资者-
公司债券

新兴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允许
50 多个国家实现广泛的多元化袁
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高收益
市场遥 经济学家认为袁这证明了自
本世纪初以来袁许多新兴市场经济
体的基本面改善和评级都有所提
高遥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的通胀调
整后的利率差异接近于 2017年末
达到的历史高点袁因此提供了一个
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遥经济学家仍
对新兴市场本币债务保持着建设
性的态度袁 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袁
潜在的新兴市场风险已被充分消
化遥

3尧从股市中获利
今年 2月袁经济学家抓住了最

近股市回调带来的机会袁改变了对
新兴市场股票的看法袁认为它野跑

赢大盘冶遥 由于利润率仍低于历史
平均水平袁 企业盈利能力正在改
善袁2016年的利润率已脱离低点遥
相对的市盈率(交易员用来衡量股
票价值的一个关键指标)仍然比历
史平均水平低 15%袁而且还有进一
步改善的空间遥 2018年的盈利状
况出现了积极的势头袁这是过去六
年来的首次袁 而且修订的幅度更
大袁 因为这一比率自 2010年末以
来首次转为正值遥

4尧 低估的新兴市场货币提供
了上行空间

尽管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袁
但对新兴市场货币总体仍持乐观
态度袁因为我们预计袁在持续的资
金流入和有利的金融环境下袁增
长将积聚动力袁 包括减少外部脆
弱性遥 新兴市场货币仍受益于支
撑的基本面估值和诱人的新兴市
场实际利率遥 新兴市场央行可能
会倾向于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袁
因为未来几个季度的增长势头将
有所改善袁 从而使新兴市场货币
受益遥

所有迹象似乎都指向新兴市
场曰宏观背景是令人鼓舞的袁大宗
商品价格的稳定显然是有帮助的袁
企业投资正在回升袁 如果管理得
当袁我们看到了一个跨资产类别的
良好投资案例遥 李陵

银行理财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4.91%

数据显示袁3月 23日-3月 29
日袁 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共 2599
款袁较前一周减少了 122 款曰平均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91%袁较前一
周上升了 0.04个百分点曰 平均期
限为 6.3 个月袁 比前一周增长了
0.3个月袁近期有拉长趋势遥

从不同类型理财产品来看袁保
证收益类理财产品 226款袁平均预
期收益率为 4.36%袁保本浮动收益
类理财产品 593款袁平均预期收益
率为 4.39%袁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
财产品 1663款袁 平均预期收益率
为 5.17%遥

从不同期限理财产品来看袁3
个月以内理财产品 771款袁平均预
期收益率为 4.8%袁3-6个月理财产
品 885 款 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94% 袁6 -12 个月理财产品 778
款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91%袁12个
月以上理财产品 149款袁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 5.21%遥也就是说袁12个月
以上理财产品收益率较前一周上
升了 0.06个百分点袁涨幅较大遥

外资银行平均收益率高达
5.59%

值得注意的是袁 受美联储加
息尧美国利率水平走高影响袁美元
理财产品收益率继续上升袁并且达
到近几年的最高水平袁但相对人民
币理财产品收益而言袁整体还处于
低位遥

此外袁华商报记者查询发现袁从
不同类型银行来看袁 外资银行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高达 5.59%袁
排名第一袁远高于其他类银行袁城商
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5.01%袁排名第二袁股份制银行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98%袁国有
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95%袁邮储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 4.90%袁 农商行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 4.73%袁农信社和
农村合作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
益率为 4.59%袁排名垫底遥

分析师认为袁外资银行之所以
平均收益率会这么高袁主要是因为
发行的结构性理财尧中高风险理财
的比例较高袁而这两类理财产品的
收益不确定性较大袁不适合风险承
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遥

而就银行理财产品后市而言袁
业内人士认为袁整体来看 4月份资
金面不会太过紧张袁不过还是要看
央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袁因此预计
4 月份银行理财收益率或稳中有
升袁下跌概率不大遥 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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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期银行理财收益涨至 5.21%
预计 4月收益稳中有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