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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随着央行连续加息上调准备金率，楼市受政策调控暂时平稳，证券市场变幻莫测，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关注银行个人理财产
品。再加上个别理财产品收益率已超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
达到 4%以上，部分银行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
的现象。

银行个人理财产品成“新宠”

买对了就是理财
短期理财产品走俏
新年过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逐渐

起投的第九期万利宝，因 6.20%的高收益

成为潮流，
“ 秒杀”、
“ 日光”现象频频出

率，刚一推出就被抢购一空。另外三款 5

现。记者从合肥多家银行获悉，近期银行

万元起投的产品中，有两款收益率超过一

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普遍提高，五花八门的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达到 4.10%到 4.75%，

理财产品更是吸引了越来越多合肥市民

也受到众多投资者的青睐。

的眼球。

中国银行安徽分行的一位工作人员

“我们 3 月 8 日新推出了四款产品，

告诉记者，最近前来咨询购买理财产品的

不到两天其中一款就售罄了。”兴业银行

人非常多，特别是一些短期交付、长期收

长江中路支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据了

益的银保类产品。其中，泰康人寿的分红

解，兴业银行此次共推出四款理财产品，

型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产品，在保本的基

投资期限最短的为 22 天，最长的约 733

础上，分红按复利生息，投资者购买时可

天，皆为非保本浮动收益型。其中 10 万元

实现投资和保险挂钩，
一举两得。

理财师建议：
“短中长”产品巧搭配

理财产品的火爆背后
析：
“现在炒股炒楼都有风险，投资者选择

如果在加息的背景下，您还让存款躺

动。因此目前各大银行多以短期理财产品

几家银行的理财师各有观点。但大都普

银行理财产品，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为

在银行里睡大觉，多少有点“out”了。中国

为主，主打 2-3 个月的产品。
“投资者可按自

遍认为，理财产品火爆的背后，是与加息

闲置资金留有回转余地，一旦有新机会出

光大银行合肥分行的理财师建议，对于 1-3

身实际情况，选择短期、中长期的理财产

现，还可以重新配置资产。
”

年内要用的资金，不适合存入固定利率的

品，
灵活搭配，
以达到最佳的获利效果。
”

面对近期理财产品为何如此热销，

上调准备金率紧密联系的。

同时，
部分银行在原有基础上又普遍

长期储蓄，
“最好选择以三个月和六个月为

另外，
理财师提醒投资者，
在选择产品

退维谷，投资渠道匮乏。相当一部分的投

提高了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短期理财产品

主的理财产品，时间越短越能在加息频繁

时，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说明，看清该产品

资者，会出于“避险”的目的，把资金投向

收益率很多超过了 4%，
超过银行一年期定

变动中及时分享升息后的超额收益。
”

的保本类型、
实际收益率和实际期限。在投

更为安全的、可保本收益的短期理财产

期存款 3%的利率。水涨船高的收益率
“诱

目前房地产市场遭遇调控、股市进

品。中国银行安徽分行的一位负责人分

惑”
，
更是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

理财产品因参与票据、银行拆借和利
率回购项目，年收益率会随着存款利率变

资银行理财产品时，
要
“理智分析，
不可盲目
跟风。
”

记者 何爽

芜湖双色球 50 注二等奖得主领奖

自曝：因“怕冷”
放弃蓝球 11、12 错失 2.5 亿巨奖
3 月 8 日，在双色球第 11026 期开奖中，我省芜湖一彩民独中 50 注二等奖，
获奖金 260 万元，
成为我省彩票史上一次中得二等奖最多
的
“牛人”
。虽说这个彩民所中奖金不算最高，
但因其敢于用 500 元对 5 注单式票进行 50 倍投，
以及因一蓝球之差与 2.5 亿元巨奖擦肩而
过，
而备受彩民的关注。大家都在猜测，
到底是什么人有如此信心和魄力进行这样的倍投呢？记者昨日从省福彩中心获悉，
芜湖的这位
我省最
“牛”
二等奖得主姜先生（化姓）在其爱人的陪伴下，
来到省福彩中心兑取了奖金，也揭开了诸多疑问。 唐钟义 记者 周德胤

魄力

瞄着 3 亿奖池他倍投 50 倍

说起姜先生，算得上老彩民了。他说，
在双色球一上市就开始买了，不过也不是
期期都买，一般一周买个一两期，每次买的

了，都采用倍投的方法，一般都是用 5 至 10

吧！这一吆喝，一些原不准备多倍投注的

倍进行投注。

彩民纷纷进行了倍投。
“ 当期该站点就有

3 月 8 日那天傍晚，姜先生来到彩站，

好几个彩民倍投了 50 倍。”姜先生说，他

马鞍山一彩民
2 元单式票擒 700 万

也不多，就一二十元。大约在两年前，听别

稍微看了下双色球走势图，仅用 5 分钟时

看到这一幕，心想双色球奖池达到 3 个亿

人说有彩民中过上亿元的奖金，用的就是

间就选定了 5 注单式票，准备各打 10 倍。

是不多见的，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于

倍投的方法。这以后他也开始多倍投注。

但就在这时，站点有彩民提示，现在双色

是决定对自己选定的 5 注单选票各倍投

月 15 日晚，双色球第 11029 期开奖，开出

姜先生说，自己不是每期都买，但只要买

球 的 奖 池 已 经 3 个 亿 了 ，赶 快 多 投 几 倍

50 倍。

红球 01 04 09 10 20 31，蓝球 07，当期全

星报讯（盛文

记者

周德胤） 3

国中出 7 注头奖，单注奖金 700 万余元；

遗憾

开出 2 等奖 98 注，单注奖金 21 万余元。

为避冷号他与 2.5 亿擦肩

其中我省马鞍山市一位彩民，用 2 元投

当天晚上开奖结果出来后，姜先生倍

差一个蓝球号码而与 2.5 亿元大奖擦肩而

幸运则是可遇不可求的。

投的 5 注单式票中有 1 注中了二等奖，也

过会不会觉得遗憾？姜先生回答说，一点

就是他一个人独中 50 注二等奖。虽然当

不遗憾是不可能的，但这事我看得很开，

说，其实当期他是准备选择 11 和 12 的，但

期二等奖由于中奖注数太多奖金大大缩

就像我买彩一次花了 500 元一个不中一

有彩民在旁边说，蓝球 11 和 12 都遗漏 30

据了解，当期 7 注头奖分别被北京

水，但姜先生仍然收获了 260 万多元，并创

样，都要淡定。买彩票本身就在做慈善，

多期了，太冷，还是不要选了。这一说，姜

（2 注）、江苏、安徽、福建、河南（2 注）5

下我省一人一期中出最多二等奖的记录。

每一注彩票都有一份爱心在里面，同时也

先生也因“怕冷”，放弃了 11 和 12 两个蓝球

省市彩民中得。其中我省马鞍山市彩

在领奖时，福彩中心工作人员问及因

有一份幸运在里面。爱心是肯定有的，但

号码，从而错过了 2.5 亿元的巨奖。

民中得的一注头奖，由马鞍山市区华联

在回想当天选择蓝球号码时，姜先生

注的自选号码擒下一注 700 万元头奖。
据省福彩中心机房检索，当期，我省彩民
还中得了 3 注二等奖。

商厦对面的马鞍山福彩第 34050057 号

打算

站点售出。这也是我省彩民今年中得

买大房子让孩子接受更好教育

的第 8 注双色球一等奖。另外当期我

在领取了 200 多万税后奖金之后，姜

庭换套大房子。现在他们一家住的房子

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剩下的暂时就不

省彩民中得的 3 注二等奖，分别花落芜

先生说，这笔奖金不算少也不算多。他打

只有几十平米，孩子渐渐大了，觉得不够

动了，存银行，留作孩子今后的教育费用，

湖、马鞍山（2 注）。目前，双色球奖池奖

算分两块使用奖金，首先就是给自己的家

用了，这笔奖金到手之后先买套大点的房

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金 3.36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