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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管新规落地袁 银行保本
理财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遥 对于过
去长期持有保本理财的低风险偏好
投资者来说袁银行存款收益率太低袁
理财产品又可能不保本袁 以后通过
银行怎么理财钥 还有没有兼顾保本
和收益的产品钥 我们向大家介绍一
下近期持续走红的大额存单遥

大额存单有什么特点钥
所谓大额存单袁 本质上就是一

种银行存款袁只不过有门槛要求遥综

合目前各家银行情况来看袁 至少要
20万元起遥 与定期存款相比袁大额
存单有以下特点院

第一袁起存门槛较高袁期限比较
灵活遥 大额存单个人投资者的起存
门槛有 20 万尧30万尧50万尧100万袁
有 9个期限品种 (1个月尧3个月尧6
个月尧9 个月尧1 年尧18 个月尧2 年尧3
年尧5年)曰 而定期存款 50元就可以
起存袁只有 6个期限品种(3个月尧6
个月尧1年尧2年尧3年尧5年)遥

第二袁利率较定期存款稍高遥今

年 4月袁 央行推动放宽大额存单利
率上限袁国有大行尧股份制银行和城
商行尧 农商行的大额存单利率浮动
上限从之前的 1.4 倍尧1.42 倍尧1.45
倍袁扩大到 1.5 倍尧1.52 倍尧1.55 倍遥
银行近期积极响应号召袁 部分股份
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大额存单利率上
浮 50%以上袁 部分农商行上浮幅度
达 55%遥

第三袁可流通转让尧抵押贷款袁提
前支取损失较小遥 大额存单不记名袁
可以在第三方平台转让袁也可以作贷
款抵押遥 当然能否转让要看具体条
款袁也有明确规定不可转让的大额存
单袁因此投资者购买时要注意遥

大额存单值不值得投资钥
那么袁 大额存单到底值不值得

投资呢钥 在银行理财面临不再保本
保收益的局面后袁 确实有部分投资
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保本保息的大额
存单袁但收益率较低尧额度较高等问
题仍然困扰着一些投资者袁 因此大
额存单比较适合高净值且风险偏好
低的投资人群遥

普益标准研究员魏骥遥表示袁
风险承受能力偏低的投资者或者资
产需要多元配置的人群会更倾向于

选择大额存单袁 毕竟它的利率相比
普通定期存款要高出一截遥

我们将大额存单与理财产品尧
货币基金做一个对比袁如下院

可以看到袁招行 50万元起存的
1年期大额存单较基准利率已经上
浮了 48%袁 但与余额宝的利差仍然
超过 1.5%袁不及理财产品预期年化
收益率的一半遥 即使上浮达到目前
股份制银行可以调节的最大幅度
52%袁也仅有 2.28%袁与目前的 2.22%
没有太大差别遥

如果是期限更长的大额存单袁
情况又有所不同了遥 比如招行 3年
期和 5年期的大额存单袁20万起存
的年利率为 3.85%袁30 万起存的年
利率为 4%袁与余额宝的年化预期收
益率相当曰而 50万和 100万起存的
3 年期大额存单年利率分别为
4.07%尧4.13%袁100 万起存的 5 年期
大额存单年利率为 4.18%袁 均超过
余额宝遥 可见袁起存金额越大尧时间
越长的大额存单袁收益率更可观遥对
流动性要求比较低的投资者袁 可以
考虑遥 不过目前银行理财也推出 2~
3 年期限的产品供投资者选择袁年
化收益率普遍超过 5%袁投资者可综
合选择遥 刘夏

大额存单值得投吗

5月 1日起袁个人税延养老险在上
海等三地正式开始试点遥

试点后袁哪些人群可以受益袁税延
养老险政策能省多少税袁 退休后能领
多少养老金钥

何为税延养老险
所谓税延养老险袁 是指允许购买

商业养老保险的投保人在个税前列支
保费袁 等到将来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
个税遥 由于退休后收入通常大幅低于
退休前袁 这意味着领取保险金时投保
人要交的税款变少袁 同时降低了投保
人当期的税务负担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向澎湃新闻
记者表示袁 税延养老险试点可以增加
养老资产尧 改善养老金体系存在的结

构失衡尧 缓解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持续
压力以及弥补企业年金发展的不足袁
对于完善野三支柱冶的养老金体系具有
重要的意义遥

哪些人群可以受益
此次试点政策的适用对象包括工

薪一族尧个体工商户等袁对于供职于企
业的员工袁月收入低于 16667元者袁可
以享受到月收入 6%的税前列支额度曰
月收入高于这个 16667元者袁 则能享
受每月 1000元的税前列支额度袁缴费
期间资收益暂不征税袁 领取时再缴纳
相当于 7.5%的税款遥

据中信非银团队估算袁 假设一个
收入中等偏高人群边际税负为 30%袁
如果参与税延养老保险袁 每个月缴费
1000元袁则每个月暂时少纳税 300元曰

如果不参与税延养老保险袁 则当月税
后到手收入为 700 元遥 连续缴纳 15
年袁 假设每年 5%投资收益率累计袁15
年后税延养老账户下可领取 25万元曰
而不参与情况下袁同样按 5%投资收益
率累计袁15年后累计余额为 19 万元遥
预计参与税延可以额外获得 32%好
处遥

每月可以少缴多少税袁 退休后能
领多少养老金

以上海为例袁 税前月收入 2万元

的个人袁扣除限额为 1000元/月袁即每
月可节税 250元曰 对于税前月收入 1
万元的个人袁可以节税 85元遥

根据中国太保发布的解决方案袁
以一位月收入 20000 万元的 30 岁上
海男性为例袁其每月可购买 1000元的
税延养老保险遥 由于他是风险中立性
客户袁 因此可以选择将资金配置到收
益保底型账户遥60岁退休时袁若其选择
15年养老金的领取方式袁 则每年可以
领取 5.45万元袁 累计的省税金额高达
13.45万遥 刘冠

个人税延养老险在三地试点
每月能省多少个税钥

买保险既是做风险管理袁也是
一项重要的人生规划遥 生活中袁我
们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保险袁比如
常见的出行险尧延误险尧退货险等遥
不知不觉间袁保险已经慢慢走进千
家万户袁人们已学会用保险将生活
风险降到最低遥 但是袁面对层出不
穷的保险产品袁 你会买哪种保险
呢钥 你家的保险买对了吗钥

品种多袁重理财还是重保障钥
多年来袁保险业有句耳熟能详

的名言院野保险是唯一的经济工具袁
能够保证在未来一个不可知的日
子袁有一笔可知的钱遥 冶

如何投资这笔保障未来的钱袁
让刚刚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
作的向超铭犯了难院野想买储蓄型

保险袁保障又保值袁但价格有点高遥
消费型保险倒是便宜不少袁但如果
保期内没有发生事故袁感觉这钱就
像打了水漂遥 冶

向超铭口中的储蓄型保险袁是
指同时具有保险功能和储蓄功能
的保险产品袁如终身寿险尧分红险尧
万能险尧投连险等遥这种险袁需要消
费者每年缴纳较多的保费来换取
保险期间内的保障和约定年限后
的金额返还袁一般是返还所交保费
或是约定的保险金额遥 也就是说袁
购买储蓄型保险袁 出了事故赔钱袁
没出事故返钱遥正因为它有返还的
功能袁所以保费要比消费型保险的
保费高遥

消费型保险则相对简单袁主要
作用于保障袁没有返还遥 如单纯的

意外险尧重疾险等遥 这类保险的保
费较低袁 但可以撬动的保额较高遥
保期内如果发生事故袁保险公司理
赔袁如果没有发生事故袁保费不退遥
因此袁 很多消费者在直观上认为袁
最后未能理赔袁自己的钱就是肉包
子打狗有去无回遥

重复保险袁能重复理赔吗钥
买不买商业保险钥不同的人常

秉持不同的态度遥有人认为只要有
基本医疗保险则万事大吉袁商业保
险产品鱼龙混杂袁 有闲钱用来投
保袁还不如投资理财产品曰有人则
唯恐一份保险不够袁 重复保险袁并
增加保额袁 以防万一真的出险袁能
拿到多份赔偿遥

对于第一种观念袁 有专家表
示袁虽然目前基本医疗保险补偿率
得到了提高袁但医保报销并不能完
全覆盖治疗费用遥 此外袁一些非医
疗支出袁比如营养费尧看护费尧个人

收入损失等袁费用不低却无法用基
本医疗报销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商业
保险就是基本医保的很好补充遥

买保险好袁但也不是重复保险尧
越多越好遥 因为袁有些保险不重复理
赔遥野重复保险冶在叶保险法曳中被定义
为院投保人为同一个保险标的尧同一
保险利益尧同一保险事故袁在同一保
险时期分别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
险人订立保险合同袁 且保险金额总
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遥 同时袁叶保
险法曳还明确袁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
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
值袁除合同另有约定外袁各保险人按
照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
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遥

按照法律规定袁 一般来说袁意
外伤害险尧定额给付型的重疾险以
及定期寿险之类的给付型人身险
产品袁是可以选购多份的袁投保人
出险后袁也不会受到保险份数的影
响遥 李敬

你家的保险买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