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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 4.63%，比上个月上升
0.02个百分点，平均期限为5.2个
月。从2016年 12月开始，银行理
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已连续11
个月上涨。

“三季度考核节点过后，流动
性偏紧状况并没有缓解，尽管银行
理财收益率继续小幅上升，但较上
半年而言涨幅较小。”融360分析
师刘银平建议，10月有1711款预期
收益率在5%—6%之间的非结构
理财产品，无论是风险等级、产品
流动性还是起购金额都在普通投
资者的选购范围之内。

从发行银行的类型来看，10
月份城市商业银行共发行理财产
品 3640 款 ，占 比 34.30% ，下 降
1.26%；国有商业银行发行 2021

款，占比19.04%，下降0.97%；股份
制商业银行发行 1573 款，占比
14.82%，下降 0.42%；外资银行发
行 326 款 ，占 比 3.07% ，上 升
0.52%。其中，外资银行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4.93%，城商行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4.74%，股份制银行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4.65%。

10 月到期的理财产品中，有
949款未达到预期收益率，较上个
月增加81款，未达标率为14.97%。

此外，监测数据显示，10月份
期限在12个月以上的产品平均预
期收益率最高，为4.89%，比上个月
上涨0.14个百分点，但产品发行数
量极少，选择空间较小。大部分投
资用户仍喜欢购买期限在3—12个
月的理财产品，无论在期限还是收
益上可选择性都比较高。

日前，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
队公布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成都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29343元，同比增
长8.4%，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
增幅排第5位，比去年同期上升1
个位次，比排位第1位的武汉低
0.5百分点。
工资性收入增长

今年以来，成都陆续出台
稳就业政策，同时加大对劳动
者技能培训，劳动力素质不断
提升，就业形势良好，工资水平
不断提升。据前三季度抽样调
查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城镇和
农村常住人员从业人数同比分
别提高了2.0个和2.7个百分点，
反映出成都就业形势稳中向
好。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增速为 8.2%，增长
贡献率高达57.5%，拉动可支配
收入4.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
均工资性收入增速为 8.7%，增
长贡献率达44.4%，拉动可支配

收入4.2个百分点。
另外，受益成都各级的特色

产业园、“互联网+农业”、乡村旅
游业的蓬勃发展，成都市经营净
收入保持平稳增长。前三季度，
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8.5%，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0.9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
入增长9.4%，拉动可支配收入增
长2.5个百分点。
消费支出比重上升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成都市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18526元，同比增长8.8%；占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63.1%，较
去年同期上升0.2个百分点。农
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614
元，同比增长10.4%；占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比重为67.3%，较去年
同期上升0.6个百分点。城乡居
民生活消费支持占可支配收入
比重的提升，反应了居民消费意
识增强，消费信心提升。

（沈婷婷）

银行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连涨11个月

资金面平稳 本月难有大幅增长
临近年底，银行理财

产品的收益率虽然持续
走高，但涨幅非常缓慢。
融 360监测的最新数据
显示，10月银行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
为4.63%，较9月份上升
了 0.02 个百分点。另
外，发行数量环比锐减近
两成，10月银行理财产
品共发行10613款，较9
月减少 2074 款，下降
16.35%。

分析师表示，短期来
看，流动性不会有太大变
动，但12月银行面临年
底考核，届时资金成本上
升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未
来2个月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率很有可能持续小幅
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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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款产品未达到预期收益

临近年末，不仅投资者有投
资理财需求，各大银行为了招揽
新客也将“战线”转移到理财产品
市场。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多家
股份制银行都推出“新客理财”产
品，其预期年化收益率均在5.0%
以上。

对于今年的银行理财产品规
模，多数理财分析人士认为，总体
趋稳，难有大幅增长。融360分析
师表示，11月，央行通过“逆回购”
和“MLF”持续向市场投入资金，缓
解部分资金到期压力，稳定资金市
场的流动性。预计在央行坚持“削

峰填谷”，保持中性平稳的操作思
路下，资金面比较平稳，11月份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大幅上涨的可
能性不大。

分析人士提醒投资者，购买中
长期理财产品不仅可以提前锁定
当前收益率较高的产品，还能避免
短期产品带来的资金“站岗”问
题。临近年末，银行会发售一些节
日专属理财产品或更高收益的理
财产品，投资者可以考虑选购一些
期限在2个月以内的产品进行过
渡，既避免了资金闲置，又能为年
底的投资理财做好准备。（沈婷婷）

11月难有大幅增长的可能

成都银行此次过会通过，将成
为四川首家上市银行。据悉，成都
银行拟公开发行不超过8亿股，并
于主板上市，公司IPO保荐机构为
中信建设证券。数据显示，2014—
2016年，成都银行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 91.31 亿元、89.59 亿元和 86.1 亿
元；分别实现净利润为35.52亿元、
28.21亿元和25.83亿元。

此次发行前，成都金控集团持
有 成 都 银 行 6.52 亿 股 ，占 比
20.07%；丰隆银行持有6.50亿股，

占比19.99%；渤海基金管理公司持
有2.40亿股，占比5.92%；其他股东
合 计 持 有 17.09 亿 股 ，占 比
40.39%。发行后，丰隆银行持股比
例将下降至16.05%，仍为第二大股
东。目前，成都银行暂无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

招股书显示，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
于充实本行资本金，以提高资本
充足水平，增强综合竞争力，提升
股东价值。

成都银行IPO获批
四川本土首家上市银行诞生
■天府早报记者冷宏伟

冲刺A股多年的成都
银行终于“圆梦”。11月
14 日，第十七届发审委
2017年第45次工作会议
召开，会议对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百亚卫
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和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3家首发进行审核。
审核结果为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首发）和厦
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发）获通过；重庆百
亚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首发）暂缓表决。

公开资料显示，成都银行前身
是1997年成立的成都市城市合作
银行，1998年更名为“成都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完成
对资不抵债的成都汇通城市合作
银行资产的接收工作，2008年更名
为“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6月，成都银行临时股
东大会上审议并通过了其 IPO相
关议案。2012年4月6日，成都银
行向证监会递交IPO申请，进入等
待审批阶段。此前A股已有北京

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城商
行上市，成都银行的卖点何在？

据了解，成都银行定位于“服
务区域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
城市居民”，先后投入大量信贷资
金支持地方经济建设；成都银行还
投放大量信贷资金大力支持县域
经济及“三农”经济发展，目前成都
银行的机构网点已基本覆盖成都
全域，此外，成都银行欲打造“中小
企业伙伴银行”，服务最需要资金
支持的中小企业客户。

暂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网点基本覆盖成都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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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行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91.31亿元、89.59亿元
和86.1亿元；

分 别 实 现 净 利 润 为
35.52 亿元、28.21 亿元和
25.83亿元。

成都城乡居民
前三季度可支配收入为29343元

下降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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