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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到期银行理财被“强退”
存量产品为何加速退场？

未到期理财产品为何被“强退”？

据张先生介绍，理财产品是其
母亲用养老钱购买的，看中的是两
款产品 5.6％和 6.1％的预期收益
率。客户经理仅在产品终止前三
天进行了简单的电话通知，没有过
多解释。张先生表示不能理解。

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该银
行，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提前终
止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一是由于资
管新规发布以来，我行推动落实理
财业务经营整改。对部分不符合
新规要求且难以整改的产品予以
提前终止，也是该项工作的一部
分。二是2019年11月以来，市场
利率加速下行，新增投资品收益急
剧下行拖累理财投资组合表现。

为保障客户收益水平，维护投资者
利益，我行决定提前终止该批发行
时预期业绩基准较高的产品。”

今年以来，市场利率确实存在
下行趋势，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普遍
降低。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
示，今年7月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
产品平均收益率为3.78％，环比下
降2个基点，同比下降35个基点，
创近44个月新低。

据了解，张先生母亲购买的理
财产品为资管新规发布前发行的

“老产品”。与目前市面上的净值型
“新产品”相比，这两款产品设定了
“预期收益率”。而净值型“新产品”
则摒弃保本保收益概念，多采用“单
位净值”“业绩比较基准”等说法。

“目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资

金成本有所下降，资产收益率也在
下行，银行理财产品动辄4％甚至
5％的收益率已成‘过去式’。”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
示，在此基础上，一些“老产品”的预
期收益率较高，银行存在成本倒挂
的可能性，会对银行造成一定损失。

提前“强退”理财产品是否合理？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前述银行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目前涉及银行理财业务的法律法
规对理财产品提前终止事项没有
规定，理财产品是否可以提前终止
以合同约定为准，也就是理财产品
说明书。

“本次涉及提前终止的产品，
其产品说明书中均包含提前终止
条款，具体条款内容为‘为保护客
户利益，银行可根据市场变化情况
提前终止本产品’。”该负责人表
示，根据当前市场利率下行趋势，
提前终止相关产品可以避免客户
收益持续下滑，客户提前获取资金
后可再投资获取收益，更有利于保
护客户利益。

对此，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
希淼也表示，部分银行理财产品会
设定提前终止的条件，如果触发相
应条件，银行可以提前终止理财产
品。但银行若采取终止理财产品
等措施，应对客户进行充分告知，
争取客户理解，并充分保障客户合
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张先生母亲的遭
遇并非个例，但目前尚未形成普遍
现象。多家银行网点负责人均表
示目前还未出现这一现象。

存量“老产品”为何加速退场？

事实上，张先生母亲购买的这
类“老产品”正在加速退出理财市
场的舞台。2018年4月发布的资

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
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
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机构不得以
任何形式垫资兑付。

普益标准研究员涂敏表示，净
值型理财产品将有助于破除刚性
兑付对资金价格的干扰，使资金价
格正确反映市场供需情况和违约
风险，对不同程度的风险合理识别
并定价，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
效率。

资管新规发布以来，银行正大
力开展理财业务整改。但今年以
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
严重冲击，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增多，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范
转型也面临较大压力。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多
部门研究决定，将资管新规过
渡期延长 1 年，即延长至 2021
年年底。

董希淼表示，过渡期的延长一
定程度缓解了银行的压力。但我
国资管市场规模庞大，部分难以回
表的存量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以
及未到期的存量股权类资产的确
存在一定整改难度，部分银行仍存
在一定整改压力，需要更积极推进
整改工作。

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后，
还未到期的存续产品将何去何从？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延
长过渡期1年，更多期限较长的存
量资产可自然到期，有助于避免存
量资产集中处置对金融机构带来
的压力。

“我们也在陆续通知购买‘老
产品’的客户，建议他们转投符合
资管新规的‘新产品’，避免临期转
换让客户难以接受。”一家股份制
银行网点理财经理表示。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告诉记者，他母亲日前收到某银行通知，其购

买的两款理财产品将在到期前被提前终止。这两款产品的期限分别

为1158天和1826天，本应于2021年和2023年到期，如今却被提前

“强退”。

近日，理财市场的这一新动向引起了不少投资者的关注和疑

问——理财“强退”合理吗？存量产品为何加速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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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直达动力煤交易价格指数止跌回升

新华社太原8月31日电（记
者王 皓）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
心8月31日发布的最新一期综合交
易价格指数为124.46点，环比下跌
0.08％。其中直达动力煤交易价格
指数129.63点，环比上涨0.02％，
在8月24日后实现止跌回升。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分析认为，入秋以来，各地高温
天气逐渐减少，居民用电需求较
夏季高峰期明显减弱，火电厂日

耗煤水平震荡回落。山西省内
动力煤市场走势略有分化，价格
涨跌互现。直达煤价格稳中略
涨，其中忻州地区部分煤企价格
上调5元/吨；下水煤市场中，朔
州地区部分煤企价格下调4元/
吨至8元/吨，忻州地区个别煤企
价格零星上调5元/吨。

其他品类方面，炼焦用精
煤、喷吹用精煤及化工用原料煤
市场运行平稳，指数基本稳定。

中保协：

探索建立从业人员黑灰名单制度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记

者谭谟晓）近日，一则银行员工
因拒喝领导敬酒被辱骂打耳光
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对此，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表示，这一事件
反映出的弊端和陋习，在保险业
机构也不同程度存在，应以此为
鉴，重点排查，深入检视。

中保协表示，当前保险业公
司治理结构仍然不够规范，内控
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要自警、
自省、自律，在深化内部管理上

下功夫，用清廉文化涵养行业生
态，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中保协表示，保险业要加强
职业道德建设，树立正确事业观
和价值观。要改革选人用人机
制，注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改
变“以保费论英雄”“以短期业绩
选拔干部”的导向。

中保协要求，加强行业自
律，探索建立从业人员黑灰名单
制度，逐步实现业内信息共享，
从而增加违纪违法成本。

2020年贺岁普通纪念币
第二批次预约兑换将启动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记

者吴 雨）记者8月28日从中国
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期拟开展
2020年贺岁普通纪念币第二批
次预约兑换工作。

2019年 12月 19日至12月
22日，人民银行组织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华夏银
行开展了2020年贺岁普通纪念
币预约工作。2020年贺岁普通
纪念币预约分两批次兑换，其
中，第一批次兑换已于2020年1
月17日至1月20日完成。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
2月21日至2月24日开展的第
二批次兑换工作推迟进行。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介绍，近
期拟组织开展2020年贺岁普通
纪念币第二批次兑换。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将向社会公告本地
区具体兑换时间及有关要求，承
办商业银行将向社会公告其详
细兑换安排。成功预约2020年
贺岁普通纪念币第二批次的公
众，可关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
各承办商业银行官方网站相关
信息。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31日
发布数据，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为51％，比上月略
降0.1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站在
50％的荣枯线之上。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8月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显著，我国经济景气持续恢复向
好。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5
个行业PMI位于景气区间。

需求正在持续恢复。统计显
示，8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2％，高于
上月0.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回升。

值得关注的是，供需两端的
“温差”在缩小。8月份，生产指数

为53.5％，与新订单指数的差值收
窄至1.5个百分点，为3月份以来的
最小值。

与此同时，稳外贸政策发力，
出口总体向好。赵庆河分析，一系
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效应持续释
放，制造业出口进一步改善，8月新
出口订单指数为49.1％，高于上月
0.7个百分点。

新动能发展加快，转型升级也
在持续推进。从重点行业看，高技
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PMI分别
为52.8％和52.7％，分别高于上月
1.5和0.9个百分点，新动能为制造
业复苏注入活力。

尽管经济持续恢复向好，但市
场需求不足等问题仍需重视。赵庆
河介绍，8月小型企业反映市场需求
不足和资金紧张的企业占比分别超
过五成和四成，生产经营依然面临
不少困难。此外，重庆、四川等地部
分企业反映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
原材料采购周期拉长，市场订单减
少，企业生产有所回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
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当前正
处于生产与市场需求动态协调时
期，需求恢复慢于生产恢复，应着
力提升扩大内需政策的实际效果，
尽快提高市场需求的回升速度。

调查结果还显示，8月份，小型
企业PMI为47.7％，比上月下降0.9
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点以下。中
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认为，小
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供需下滑，从业
人数减少，亟待进一步加强对小型
企业的扶持。（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PMI数据反映
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沪指失守3400点

新华社上海8月31日电（记
者潘 清）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沪深股指走出冲高回落行情。
上证综指失守3400点整数位，尾
盘与深证成指同步小幅收跌。

当日上证综指以3416.55点
小幅高开，总体上呈现冲高回落
格局。盘中沪指摸高3442.74点
后震荡下行，尾盘跌破3400点整
数位，报3395.68点，较前一交易
日跌8.13点，跌幅为0.24％。

深证成指收盘报 13758.23
点，跌93.09点，跌幅为0.67％。

“中小创”表现相对疲弱。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1.07％ ，收 报
2728.31 点 。 中 小 板 指 数 跌
1.24％至9155.03点。

科创 50 指数逆势收红，
1423.24点的收盘点位较前一交
易日涨0.68％。

伴随股指下行，沪深两市大
部分个股收跌。科创板迎来新
股N铁科，首日涨幅为52.89％。

行业板块跌多涨少，保险、
葡萄酒、机场服务等板块表现相
对较弱。贵金属板块逆势大涨，
造纸、机床设备、服装等板块涨
幅靠前。

沪深两市总成交额再度突
破万亿元大关，分别为4369亿元
和5975亿元。

刚刚结束的8月交易中，上
证综指累计上涨2.59％，深证成
指月涨幅为0.88％。

今年以来，广西柳州市螺蛳粉出口量大幅增长。据统计，1至7月，
柳州市出口螺蛳粉52批约1535万元人民币。图为8月30日，在柳州
市螺蛳粉产业园广西中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线
上包装螺蛳粉。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柳州螺蛳粉出口大幅增长柳州螺蛳粉出口大幅增长

“国铁科创板第一股”
成功登陆A股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记者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日，国
铁集团下属铁科院集团公司控股
的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挂牌上市。这标志着“国铁科创
板第一股”成功登陆A股市场，铁
路股份制改造取得新进展。

据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此次挂牌上市的“国铁

科创板第一股”股票名称为“铁科
轨道”，代码为688569，每股发行
价为22.46元，累计发行5266.67
万股，占总股本的25％。铁科轨
道公司此次募集资金11.8亿元，
主要用于投资高端轨道交通工务
工程产品研发生产项目。

铁科轨道公司成立于2006
年，系统掌握了高铁扣件研发、
设计、制造和检测等关键核心技
术，已连续12年实现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