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管新规后袁对保本理财产品退出
市场给出了一个过渡期袁即要求在 2021
年底清零遥 5 月 11 日袁北京商报记者调
查发现袁 在这最后半年多的时限里袁仍
不断有中小银行野接连上架冶保本理财
产品袁短期限发售袁同时袁野保证收益类冶
产品也仍未淡出市场遥

仍有上架

5 月 11 日袁北京商报记者查询中国
理财网发现袁 当日有广州农商行等 11
家银行的 13 款保本理财产品(主要为保
本浮动收益产品)在售袁另有内蒙古银行
等 3 家银行在已发售产品的基础上仍
在接连上架保本理财产品袁3 家银行有
4 款保本浮动收益产品处于预售状态遥

这些产品普遍期限较短袁比如根据
广州农商行官网显示袁 太阳稳富 2514
号 95 天理财产品收益特征为保本浮动
收益型袁预期收益率为 2.2%袁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开始募集袁 期限 95 天袁2021
年 8 月 20 日到期遥

再如内蒙古银行推出的 野蒙银财
慧冶 系列 21051 期 A 款封闭式理财产
品袁 同样是保本浮动收益类型理财产
品袁业绩比较基准为 2.26%袁期限 37 天袁
该产品募集期为 5 月 9 日-11 日袁 产品
于 6 月 18 日到期遥

广州农商行尧内蒙古银行工作人员
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袁相关产品保证
本金袁但不承诺保收益袁同时内蒙古银
行工作人员还表示袁后续还会有保本理
财产品推出遥

根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不完全
统计袁目前全国性银行已经停止发售保
本理财产品袁只有少部分规模偏小的农

商行尧 城商行仍在发售保本理财产品遥
同时袁今年地方性银行发行的保本理财
产品期限普遍偏短袁保证在年底之前自
然到期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除了明示保本理财
之外的银行袁也有部分银行推出了野保
证收益类冶的理财产品袁北京商报记者
调查获悉袁 这类产品主要分为两种形
式袁一是保本保收益袁二是不保本但保
证收益遥

中国理财网显示袁目前有焦作中旅
银行尧长春农商行 2 家银行的 3 款保证
收益型理财产品在售遥

长春农商行手机银行显示的一款
野吉林农信长富久安系列 202149 期冶理
财产品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成立袁期限
183 天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8%遥 该产
品收益分类显示为野保证收益类冶遥 经北
京商报记者咨询后了解到袁该产品实际
同时保本袁据该行工作人员介绍袁该产
品属于保本保收益产品遥

也有银行的野保证收益类冶产品并
不保本遥 焦作中旅银行手机银行显示的
一款野鑫盛理财冶2021 年第 39 期产品为
野保证收益型冶袁5 月 18 日起息袁期限 94
天袁根据投资规模不同袁个人投资预期
收益率介于 3.1%-3.2%之间遥

焦作中旅银行工作人员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袁该行所有鑫盛理财系列产
品都是保证收益不保本的袁但该行所有
的理财产品发售至今均收益较好且本
金收益未出现亏损遥

反其道而行之

常见的银行理财产品按保本性质
和收益类型来看袁 基本分为保本保收

益尧保本不保收益尧不保本不保收益的
情况遥 针对这种较为罕见的仅明示野保
证收益类冶产品袁多位业内人士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袁这样的产品介绍有偷换
概念的意味袁会给投资者一种野保本保
收益冶的感觉袁同时若野明着不保本袁暗
地里保本冶也背离了监管初衷遥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指出袁伴
随着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逐渐消失袁保
息产品及野预期年化收益率冶的概念应
逐渐淡出市场袁但目前来看袁市场上除
了有野保证收益类冶理财袁仍采用野预期
收益率冶表述的银行也并不鲜见遥 随着
破刚兑时代的来临袁银行不应再为投资
人的投资行为野兜底冶袁应以野业绩比较
基准冶取代野预期年化收益率冶袁这是一
个具有参考价值的预估值袁 不承诺收
益袁实际收益有可能超过基准也可能达
不到甚至亏损遥

在上述人士看来袁过往银行采用的
野预期年化收益率冶 容易给投资者一种
心理暗示袁即产品到期后就能获得对应
的收益遥 当市场收益率整体下行时袁若
仍按预期收益率给投资者兑付袁银行不
免会寻求更高的风险资产投资袁其风险
不言而喻遥

事实上袁 在 2021 年底资管新规大
限来临之前袁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整
顿仍有时间窗口遥

三年前袁2018 年 4 月 27 日袁叶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
见曳(即野资管新规冶)下发袁新规要求打破
刚性兑付袁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遥 2020 年袁监管
机构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金融
带来的冲击袁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
范转型面临较大压力袁将资管新规过渡
期延期至 2021 年底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彼时新规中就明确
要求袁过渡期内袁金融机构发行新产品
应当符合新规的规定曰为接续存量产品
所投资的未到期资产袁维持必要的流动
性和市场稳定袁金融机构可以发行老产
品对接曰过渡期结束后袁金融机构不得
再发行或存续违反资管新规规定的资
产管理产品遥

简单理解就是袁保本保收益理财产
品即将成为历史袁在过渡期内袁银行可
以续发老产品以进行存量底层资产的
调整袁以今年年底为限袁所有的保本保
收益银行理财产品都必须清零遥

保本理财仅剩半年多的时限袁为何
这些中小银行仍然野难舍旧情冶钥 在看懂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卜振兴看来袁主要是
目前客户对于净值型产品的接受程度
较差袁中小银行为了迎合客户需要发行
保本产品袁也是为了维持市场占有率和
客户的被动选择遥

金融监管研究院副院长周毅钦进

一步表示袁不少国有行尧股份制银行的
保本理财产品经过三年的调整袁占比已
经逐渐接近个位数甚至趋于零遥 目前仍
然有一些中小银行在续发保本产品袁主要
还是因为压降难度较大袁只能不断用时间
换空间袁利用最后的时间窗口进行底层资
产的调整袁同时袁也是抓住市场上主要大
行极少续发保本产品的契机袁反其道而行
之袁 对有保本需求的客户进行差异化营
销袁为其未来的理财转型争揽新客户遥

谁能接棒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袁保本理财要彻
底赶在 2021 年底清零尚存在一定难
度遥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
指出袁目前来看袁大部分银行在 2021 年
底之前可以将保本理财产品清零袁个别
银行过去发行的保本理财产品期限较
长袁年底之前难以自然消化遥

周毅钦表示袁 保本理财产品赶在
2021 年底清零主要的难点在于理财产
品的底层资产质量问题遥 由于资管新规
到期日临近袁原先理财产品中的资产必
须进行处置袁如果底层资产存在不良或
者浮亏袁确实有可能野伤筋动骨冶袁当然
具体要视各家银行的实际情况袁监管部
门会一行一策进行调整遥

不过袁卜振兴也指出袁保本理财清
零是大势所趋袁2021 年之前清零虽然存
在难度袁但是还是可以克服的遥 主要还
要做好存量资产整改尧系统升级和投资
者教育等配套工作遥

保本理财产品让不少投资者心心
念念袁随着保本理财产品的清退袁还有
哪些产品能够野接棒冶满足一些低风险
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也引人关注遥 据了
解袁安全性比较高的野替代品冶主要有结
构性存款尧大额存单尧国债尧货币基金遥

刘银平介绍袁保本理财产品退出之
后袁银行能保本的产品只有存款类产品
和国债袁 其中结构性存款的替代性最
高袁在产品门槛尧期限尧收益率等方面都
和保本理财产品较为接近袁不过由于监
管层禁止银行发行收益与风险不匹配
的假结构性存款袁所以投资者购买结构
性存款产品需要有一定理财水平和风
险意识曰国债尧大额存单的共性在于长
期袁产品利率较高袁一般要高于保本理
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收益率袁不过流动
性偏差曰货币基金名义上不保本袁但实
际上安全性很高袁其流动性很强袁资金
赎回最快当日到账袁最慢下一个工作日
到账袁但收益率普遍偏低遥

野未来随着净值化转型的推进袁客
户会面临分层袁资产管理机构也要加强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袁要根据客户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推荐相应的产品遥 冶卜振兴
如是说遥 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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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报社申领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叶新闻记者证换发实施办法曳的要

求和规定袁我单位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
格进行了严格审核袁现将拟申领新闻记者证
人员名单进行公示袁欢迎广大读者监督遥 公
示时间 : 2021 年 5 月 13 日要2021 年 5 月
19 日遥 举报电话:0797原2522594遥

拟申领记者证人员名单渊4 人冤:
崔晓燕 吴志锋 邓雪萍 钟剑灵

瑞金报社
2021 年 5 月 13日

尊敬的电力客户院
近年来袁 我公司对客户历史缴纳的预

交电费开展了清理和清退工作袁 但仍还有
部分客户因无有效联系方式而无法退回袁
以下情况可到供电公司当地供电营业厅办
理退款等相关事宜遥

1尧原电表已销户袁但在供电公司仍有
预存电费的曰

2尧2015 年前办理了新装用电缴纳了
预交电费且一直未使用的遥

携带材料院个人用户需提供院预收电费

收据渊发票冤尧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尧本人银行
卡渊折冤原件复印件和申请遥

对公客户院预收电费收据渊发票冤尧银行
转账凭据尧公章尧营业执照尧银行开户尧法人
身份证尧单位授权办理委托书尧经办人身份
证客户以及申请遥

办理时间院周一至周五渊法定节假日除
外冤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瑞金市供电分公司
2021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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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难舍旧情
保本保收益理财最后一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