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06

姻2018 年 9 月 5 日 星期三
姻责编院陈盛昌 校对院温云高

1
说起通货膨胀带来的伤
痛袁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袁把这
种悲伤演绎到了极致遥
关注过新闻的朋友应该
对委内瑞拉这个国 家不陌
生遥
因为最近这段时日袁委
内瑞拉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恶
性通货膨胀遥
有多恶性钥 据说通胀率
已经达到了历史罕见的
40000%浴
还有一段在社交网络上
挺火的视频袁 一位女士用 1
万张 100 玻利瓦尔面额的钞
票袁 只买到了一公斤意式肉
肠遥
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场
景就是院 小明用 100 万面值
的红票票袁 买了 1 公斤辣条
噎噎
这个国家的人个个儿都
是百万富翁袁但却很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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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袁 北京房租暴涨让市场
目光聚焦长租公寓市场袁 并让此
前不广为人知的租房贷业务备受
关注遥 据悉袁近日袁北京银行尧建设
银行尧 平安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
已暂停租房贷款业务袁其中袁北京
银行将重新审查住房租赁企业信
贷业务的审批流程遥 专家指出袁
租房贷款业务的不当操作袁 是推
升房租上涨的一大原因袁 并给租
房者带来了不利影响遥
野租金贷冶存在套利空间
野多家银行在当前时间点暂
停租房贷款业务袁 很可能与最近
北京房租上涨有关遥 冶易居中国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杨科伟认为袁
野这应该是银行从合规性尧政策导
向等多方考量后作出的决定遥 同
时袁 部分银行的租房贷款业务的
操作模式以及制度设计方面存在

一些欠缺袁 导致部分长租公寓运
营企业有机可趁遥 冶
据悉袁租金贷的模式袁一般是
租客以个人信用向第三方金融机
构或银行贷款袁 机构一次性把一
年的租金打给公寓运营方袁 租客
就能租金月付袁 每个月缴纳给金
融机构的租金相当于还贷遥 长租
公寓运营方一般和租客签定的是
押一付一的合同袁 而与房东签定
的则是季付合同袁 这意味着每成
交一笔租房贷业务袁 长租公寓运
营方就会有近十个月的租金沉
淀遥
长租市场将面临分化
事实上袁针对长租市场的金
融风险袁北京市住建委 8 月中旬
联合当地银监局尧金融局尧税务
局等部门集中约谈自如尧相寓等
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袁明确

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利用银
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
恶性竞争抢占房源袁严查不按约
定用途使用融资资金的行为遥 那
么袁随着部分银行暂停租房贷款
业务袁长租公寓运营企业急速扩
张后产生资金链问题该如何解
决呢钥
杨科伟表示袁 长租公寓运营
企业的融资方法有很多种袁 如发
行房屋租赁 ABS(资产支持证券)尧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遥 但对于依靠
租金贷开拓市场的长租公寓运营
企业来说袁资金链将是个大问题袁
未来一段时间内袁 会有部分企业
面临倒闭风险遥 野有自己房源的大
企业会得到较好的发展袁 甚至形
成一定程度的垄断遥 此外袁一些有
自身特色的耶小而美爷企业压力也
相对较小遥 但依靠租金贷生存的
企业或将难以为继袁可能相继耶爆
仓爷遥 冶
徐光

上周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主体与数量“双降”
数据显示袁 上周 243 家银行
共发行了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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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数增减少 41 家袁产品发行量减
少 157 款遥 其中袁封闭式预期收益
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64%袁 较上期增加 0.04 个百分
点遥
上周袁3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袁
28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曰2 个省份的
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
现环比上涨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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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前的省份为山西尧 黑龙江尧辽
宁袁 分别为 4.23%袁4.23%袁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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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袁 分别为
4.77%尧4.73%尧4.7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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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151 款袁较前一周增加 2461
款遥 其中袁 全开放式产品数量为
127812 款 袁 较 前 一 周 增 加 2260
款曰半开放式产品为 48795 款袁较
前一周增加 203 款袁 收益率披露
较为完整的产品有 176599 款遥

上周在售的开放式预期收益
型人民币产品数量为 5929 款袁较
前一周增加 765 款遥 其中袁全开放
式产品数量为 3738 款袁 较前一周
增加 512 款曰半开放式产品为 2191
款袁较前一周增加 252 款袁收益率
披露较为完整的产品共 5921 款遥
上周袁 净值型产品期间收益
率最高的产品为广州银行发行的
野红棉理财六号要要
要冶A+H 野中华
精 选 计 划 冶袁 期 间 收 益 率 为
45.67%遥 封闭式非结构性预期收
益型产品共有 1546 款到期袁其中
公布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有 166
款曰结构性产品共 171 款到期袁均
未公布到期收益率遥
黄金

统计数据表示袁 最近一
周袁黄瓜价格上涨超过 36%袁
西葫芦涨幅超 20%袁 黄皮洋
葱涨幅超 10%袁 鸡蛋价格上
涨近 20%噎噎这可都是两位
数的增幅啊浴
菜价尧蛋价尧肉价尧房租尧
油价轮番上涨袁 人民币还贬
值袁不厚道地问一句袁你的工
资涨幅有它们涨得快吗钥
衣食住行都是 CPI 的因
子袁 所以三季度末和四季度
的通胀袁 相当有可能往上涨
不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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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值袁 最好的应对措
施就是尽量减少现金和银行
存款的持有比例袁 因为这些
存钱手段一定是贬值最快
的遥
不信钥 帮你算算院
目前一年期定期存款的
基准利率是 1.5%袁如果我们
在 2017 年存入一年期定存袁
一年期满后我们会连本带息
得到院100*(1+1.5%)=101.5 元遥
而 2017 年的真实通胀率是多少呢钥
有分析说袁去年我国的通胀率实际上
达到了 7.5%袁这也就意味着 101.5 元的实
际购买力只有院101.5*(1-7.5%)=93.89 元遥
这还是存了银行的袁 要是以现金/活
期的方式持有资金袁贬值只会更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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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通胀的影响降到最低袁我们能做
的就是持有资产袁并且要野变着花样儿冶地
持有资产遥
比如袁过于注重本金安全袁以为只要
金额不少就不亏的人袁其实就是忽略了通
胀存在的客观事实曰
而无视风险袁投资只瞻前(看收益)不
顾后(考虑风险)的人袁估计今年的日子不
好过吧袁听说有的人已经把养老钱尧买房
钱都赔进去了遥
如果我们有个投资组合袁组合里有一
篮子的投资标的袁 即使某个产品不赚钱袁
其他产品也可能带来稳定回报曰哪怕某个
产品一直赔钱袁其他产品的收益也能降低
你的整体亏损幅度遥
这就是投资组合的意义遥
李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