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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银行理财收益普遍“过 5”
保本型理财或将逐步退出市场
节后银行理财
收益依然保持不错
的势头。 近日，北京
晨报记者走访多家
银行网点发现，银行
理财产品仍普遍保
持了超过 5%的预期
收益率。 不过，在打
破刚性兑付的情况
下，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或将逐步退出
市场。

全球区块链人才 3 年增 19 倍
人才占比较低 核心人才稀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韩元

5%以上收益产品随处可见

“现在银行理财卖得不错，有
好几款理财产品都在 5%以上。”
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尽管目前多个理财产品都还有额
度，但现在的收益率并没有比节
前有所下降。
实际上，往年节后的银行理财
产品的高收益都会出现下降。但北
京晨报记者发现，今年节后的银行
理财市场却依然保持较高走势，不

少股份制商业银行均有 5%以上的
理财产品。如中信银行的一款 91
天期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为
5.2%；而浙商银行多款的理财产品
预期收益则高达 5.6%以上。
在一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市
民朱女士刚刚购买了一款收益率
为 5.2%的银行理财产品，她直言
今年将把更多的资金放回至银行
理财中，
“银行理财现在收益率也

比较高，最主要的是比 P2P感觉
更安全。”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从 2
月 10日到上周五，在跨春节长假
的两周时间里，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数量达 2138款，发行银行数较此
前减少 9家，产品发行量增加 200
款。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
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88%，较春
节前仅减少 0.02个百分点。

节后收益大幅下降概率不大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节后国
内外市场利率仍然较高，是推动
节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高企的
重要因素。
融 360分析师表示，未来一
段时间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大幅度
下降的概率不大，稳中有升是最
可能的趋势。对于年终奖理财，广
发银行的财富管理顾问高光朗表

示，年终奖 5万元以下的投资者
而言，应更看重各类投资产品的
起购点，门槛较低的货币基金、基
金定投是不错的选择。
高光朗表示，年终奖在 5万
到 10万之间、有一定工作资历
的投资者，大多为 30岁以上，不
仅有偿还房贷的压力，还需要应
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所以

在打理资产时需要兼顾安全性与
收益性，建议把一半的资金投资
于银行理财产品，由于岁末年初
市场资金面普遍偏紧，银行的理
财产品收益率会相对其他时间段
高一点，对于年终奖理财来说比
较划算。而对于年终奖在 10万
以上的投资者，高光朗认为合理
地资产配置变得更加重要。

保本型理财或将逐步退出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理财市
场上与往年不同，不仅余额宝等
宝宝类货币基金开始限额，P2P
等互联网金融平台遭遇强监管落
地之年，银行理财产品也随着资
产管理监管细则的逐步落地而面
临打破刚性兑付的局面。
融 360理财分析师表示，金
融市场的强监管态势仍将持续，

银行理财打破刚兑转型净值型理
财产品的市场冲击效应也将逐
渐显现。监管政策出台以来，银
行保本理财产品虽尚未发生剧
烈调整，但未来随着新规的逐步
落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或将逐
渐退出市场，转型为银行结构化
存款产品。
“所谓结构性存款是指在存

款的基础上嵌入了金融衍生工
具，如股指、汇率、黄金等，从而
使存款人在承受一定风险的基
础上获得较高的收益。”融 360
表示，值得关注的是，很多银行
储户从字面意思理解仍视其为
一种普通存款，并未意识到潜在
的风险。
北京晨报记者 姜樊

三大运营商 2018 年首月战绩

中国移动宽带规模逼近第一宝座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焦立坤）

三大运营商最近公布了 2018年
开年首月的运营数据，其中最受
关注的是，中国移动在宽带上继
续高歌猛进，越来越逼近中国电
信的第一宝座。
不过，在固网宽带的赛道上，
中国移动继续后发优势，抢夺两
家兄弟公司的蛋糕。当月，中国移
动的固网宽带净增数为 407.6万
户，用户总数达到 1.17亿户。而
无论是中国电信还是中国联通，
宽带用户增长已经持续放缓数
月。其中，中国电信有线宽带用户
当月净增 103万，累计达 1.3456

区块链自诞生以来，一直
处在争议的漩涡中，但这并
不妨碍区块链的市场热度，
最近 3年全球区块链人才
已增长近 19倍。尽管增幅
明显，但领英数据显示，全
球区块链人才总量仍然比
较少，仅相当于领英平台全
球 AI人才数量的 2%左右，
具备“区块链思维”和“应用
开发经验”的人才更是极度
匮乏。
领英数据显示，全球对区
块链人才的需求量从 2015
年开始出现增长，在 2016年
至 2017年呈现爆发式增长
态势。从人才供给端来看，近
年来对区块链人才需求增长
最快的行业是计算机软件行
业，其次是金融服务及保险行
业，其他行业尚未产生大规模
的人才需求。
领英数据显示，2015年
至 2017年期间，在领英档案
上标注有区块链相关技能的
人才数量增长近 19倍，但在
领英平台全球 AI人才数量
的占比并不高，仅为 2%左
右。从这类人才的全球分布
来看，美国占比 25%，紧随其
后的是印度和英国，占比分
别为 7%和 6%。中国的相关
人才基数比较小，主要集中
在北京和上海。业界人士认
为，区块链开发最受欢迎的
编程语言是 C++和 Go，精
佳）

亿户；而中国联通 2018年 1月
份，固网宽带用户只净增 50.1万
户，累计达 7704.0万户。
2016年 10月底，中国移动
超越中国联通，成为国内第二大
宽带运营商。当时中国移动宽带
用户规模为 7551.0万户。
而之后的 15个月里，中国移
动发起更猛烈的价格战，并迎来
爆发式增长，拿下约 4149万用
户，月均用户增长约 276万户。
而如果按照这种速度下去，没有
悬念，今年中国移动将超越中国
电信坐上中国宽带市场的头把交
椅。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今年

能否在宽带市场做出有力的反
击，将成为这出逆袭戏码的看点。
与此同时，电信和联通的手
机用户也在快速追赶中国移动。
2018年 1月份，三大运营商的手
机用户都出现了小幅增长。其中，
中国移动当月净增了 384.3万户。
而中国电信净增了 506万户，中
国联通当月净增 287.2万用户。
业内人士评论指出，中国移
动作为宽带市场后来者，给电信
和联通造成了强烈的危机感；电
信和联通则发挥创新的力量，在
不限量套餐、移动用户数方面发
力，撬动中国移动的根基。

通密码学和分布式计算的资
深人才对区块链开发也具有
先天优势。
领英中国技术副总裁王
迪表示，“区块链是一个由技
术社区驱动、仍处于早期快
速发展阶段的新兴技术模
式，目前尚不完备。区块链开
发更需要具备去中心化思
维、实际应用开发经验以及
快速的学习能力。用通俗的
话来讲，区块链开发需要的
是‘软技能’，AI需要的是
‘硬实力’。”
“当前具备区块链思维
和应用开发经验的人才非
常稀缺。”王迪认为，“ 意图
发力区块链概念、掘金商业
机会的企业，既需要这样的
人才作为项目领军人物，也
需要建立更长期的战略目标
来培养和储备更多年轻的技
术人才，这样才能在行业迎
来真正的风口时抓住机会。
另外，也可以与美国、英国
和印度等国家开展人才和
技术合作，这些国家具备区
块链开发经验的人才比国
内更多一些。”
2017年年底，德勤发布
的一份基于全球软件协作平
台 GitHub上区块链技术和
项目的分析显示，目前
Github上共有 86034个区
块链项目，但仅有 8%的项目
有人维护，5%的项目存活下
来，项目平均寿命仅 1.22年。

节后招聘市场迎来小高峰

快递员按摩师涨薪幅度大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映

每年春节后都是换岗、跳
槽的高峰期，节后第一周，招
聘市场就迎来了一个小高峰。
百姓网招聘数据显示，春节后
一周，蓝领需求大幅增长，快
递员、按摩师等近两年发展迅
速的新兴职业，涨薪幅度超
30%。
百姓网招聘数据显示，春
节后第一周用工招聘数同比
上涨 56.9%，其中快递员、普
工、销售、客服的需求较其他
岗位更大。年轻人通过互联
网接触到更为广阔的社交环
境，对于就业岗位有了更深
入的综合考量，工作环境单一
的普工和服务员，较往年缺口
更大。
快递员、送餐员岗位需
求仍然旺盛。但与此同时，第
三方劳务派遣公司为物流运
输行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为
快递员、送餐员等岗位输送
了大批兼职派遣人员。各家
企业年底也各出奇招，纷纷
花）

采取年底双薪、承诺开年大
奖、助力返乡等福利升级计
划留人，因此，春节后人员流
失的情况比往年有所缓解。
物流运输行业的“底薪 +计
件工资 +奖金”的薪资结构
让初出茅庐的 00后也有了
月薪过万的机会。
百姓网招聘数据显示，除
了快递员，3年以上资深销售
平均月薪为 11000元，相应
的按摩师、月嫂、美发师、厨师
等岗位平均薪资也都过万。与
高薪酬相呼应的是工作内容
难度提升，这些岗位更考验从
业者的综合素质。以薪酬水平
最高的销售岗位为例，沟通能
力、学习能力、抗压能力等缺
一不可。
百姓网招聘负责人表示，
与以往相比，如今越来越多企
业采取福利升级等措施留住
人才，也更看重员工的能力
培养，培训升职机会和高额奖
金成为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