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攀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零售业务部财富中心

开放式净值型产品将成银行理财主流

中国理财市场经过 10多年的
发展，从起步阶段进入扩展发展时
期，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大幅增
长，未来金融产品购买的便捷化水
平和程度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以看到，随着资管新规的发
布，保证收益型和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正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净值

型理财产品成为符合当前转型趋
势的产品。从投资者角度来看，由
于开放式净值型产品成为银行理
财产品主流，及早接触该类产品有
助于投资者提升理财意识，与固定
收益产品不同，净值类产品能帮助
投资者清晰了解产品投资收益情
况。面对净值化理财的发展趋势，

投资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需要注
意三点：首先，应挑选具有较好投
资管理能力的银行发行和管理的
产品；其次，应选择风险等级和产
品周期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第
三，建议强化资产配置理念，通过
资产配置组合，最大限度地提升产
品收益，降低产品风险水平。

刘濛梦 中原银行郑州分行私行理财经理

理财市场规模有望扩大

受政策、市场影响，净值型理
财转型加速，但对理财市场规模的
影响并未太多影响，目前，郑州理
财市场热度还是不错的。

而且随着消费者理财意识逐
渐增强、理财市场发展，市场规模
有望进一步扩大。究其原因，个人

认为，一是理财产品种类不断丰
富。 包括中原银行在内的多家银
行定期推出净值型理财，满足了客
户不同的需求。二是理财方式便
捷化，现在，电子渠道不断发展，网
银、手机银行、查询机等方式为客
户提供便捷的产品购买渠道，足不

出户即可完成理财产品的购买。
三是理财门槛越来越低。目前，固
定期限的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最
低起点为 5万，随着资管新规的落
地，理财产品慢慢转变为净值型理
财，最低起点为1万，将促使更多客
户进入理财市场。

贾弘毅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零售金融部产品经理

部分客户回归大额存单理财

随着今年资管新规的出台，银
行理财更合规、更标准、更透明，理
财收益正从固定收益类向净值型
转变。面对这个市场变化周期，一
些投资者对净值型理财产品从认
识到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部分投
资者还处于被动接受或观望状
态。在此期间，部分客户开始回归
收益稳定的大额存单。

在我看来，受政策、市场双重
影响，未来，理财客户类型将更细
分，逐渐分化为三类理财群体，一

类是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习惯购
买保本保收益的客户群体，当保本
保收益理财退出市场，这类客户很
可能会转化为大额存单客户，而且
近期大额存单收益提高，风险承受
能力相对较低的客户可能更倾向
于存款、高额储蓄类产品；另一类
是对风险有一定承受能力，但又不
愿冒较大风险的客户，这类客户大
多会选择固定投向类、有净值型收
益的产品；还有一类理财群体会选
择收益率更高但风险也相对更大

的产品，比如股权投资类项目、信
托、基金、保险等。

从目前兴业银行理财产品销
售情况来看，我认为，理财市场热
度依旧，而且随着郑州理财市场产
品类型日趋丰富，以及绝大多数理
财产品实现线上认购、赎回，将吸
引更多市民进行理财，市场规模可
能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另外，
发行更多样化、类型更全面理财产
品的银行在资本运作、资产管理方
面的优势也将进一步凸显。

消费相对论
栏目记者 陈茜

栏目记者 苏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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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王瑞峰 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大眼科主任

健康关注：经常看电脑、看手
机，不少市民会出现眼睛干涩的症
状。而为缓解眼睛干涩不适，大多

市民选择去药店或者海淘眼药水，选择看医
生的人屈指可数。

“眼睛干涩点点眼药水就可以了。”一位
市民认为。但是，专家并不认同这种做法，用
药不当，或有可能加重眼睛干涩症状。

结论 眼睛干涩不适，建议第一时间前往
医院检查、辨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
用眼药水。

眼睛干涩莫要盲目用药

迎佳节 月饼火热预售

“上周逛超市，就已经设了月饼销售专
区，虽然中秋节还未到，但看着那些没吃过
的新口味，还是忍不住买来尝尝。”家住中
原区的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

中秋未至，月饼先行。记者走访发现，
进入八月底，月饼市场的“预售大战”就已
打响，星级酒店、烘焙店、餐饮店、商超卖场
的月饼陆续上市，供市民选购、尝鲜。一些
厂家团购、预订优惠也缤纷而至。价格方
面，大多与去年相差无几。

“今年裕达贡饼在上个月就上市销售
了，推出‘经典传承’‘月光宝盒’两款月饼
礼盒，价格分别为 269元、399元，与去年价
格基本持平，而且今年除了传承经典口味，
还新创了更多口味，馅料主打健康养生。
另外，馅料搭配也根据当下流行的口味进
行了改良，更符合大众口味。”郑州裕达国
贸酒店现代传媒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前来购买月饼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在丹尼斯大卫城负一楼拜特超市，月
饼“专卖区”展出了不同品牌、不同包装规
格的月饼。一名超市销售人员说，现在前
来咨询、选购的市民明显增多，公司或团体
采购礼盒装月饼的订单也日益增长。

另外，一些咖啡馆、餐饮店、烘焙蛋糕
店、零食连锁店等商家也纷纷涉足月饼市
场，月饼已成为当下的主打产品。而为夺
人眼球，不少商家在礼盒包装上做足了功
夫，简约大气、高端时尚的礼盒吸引了不少
消费者驻足。

差异化 新奇口味走俏

近年来，在传承传统口味的同时，月饼
商家争先恐后差异化，用时尚礼盒、个性口
味迎合年轻消费者，今年也不例外。纵观
郑州月饼市场，焦糖玛奇风味榛果月饼、海
盐意式咖啡流心月饼、奶茶味月饼、红酒蔓
越莓月饼、流心蛋黄月饼……各种新奇口
味应有尽有。

“现在大家都走起了创新路线，口味新
颖的高颜值月饼随处可见，不仅满足了年
轻人的喜好，也丰富了月饼口味。”万象城
购物中心太平洋咖啡销售人员说，口味新
奇的月饼更走俏。

据了解，年轻人是当前消费市场的主
力军，他们的消费观念正向新包装、新理念
的时尚月饼品种倾斜。基于此，商家为迎
合消费需求，推出多样化、个性化的新奇口
味月饼品种。其中，裕达国贸酒店今年增

加了桂花山药、藤椒牛肉、茉莉花茶、纤麸
香麦等新口味，搭配中国风礼盒，精致大
气；星巴克也提前推出青柠茶瓦纳月饼、松
茸流金奶黄月饼等多种口味月饼，并采用
全新礼盒，展现新潮范儿；帝皇至尊月饼也
顺应市场，推出奶黄流心、巧克力流心、抹
茶流心等多种口味月饼。

“之前，月饼都是枣泥、椰蓉、五仁馅
儿，现在，口味实在太多了，每种新口味都
想尝一尝。”正在咖啡店买月饼的市民小
微说。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孔凡哲认
为，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是月饼市场今
后的一个发展趋势。不过，月饼口味的差
异化仅能够满足消费者一时的好奇心理，
当好奇心消退，消费者也将回归理性，其本
身的口味、工艺和性价比将越来越被消费
者看重。因此，对商家而言，价格上主打

“亲民”牌、工艺上推陈出新、销售模式上不
断改进，才能够俘获消费者的芳心，提高市
场占有率。

更亲民“健康”渐成卖点

个性口味月饼虽博人眼球，但回归到
消费本身，健康与否才是市民关注的话

题。月饼商家也深谙消费心理，愈加注重

月饼原料、制作工序，以养生、健康重新定

义月饼。一些主打手工制作、无添加、健康

养生的月饼扎堆上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的高品质

产品备受消费者宠爱，而在月饼市场，健康

食材也已成主要卖点。”郑州裕达国贸酒店

现代传媒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纯手工制作的月饼，馅料精心选材，

自己炒制。”“纯天然无添加，月饼现烤现

卖。”“选材层层把关，打造出低糖、低脂、低

卡的好月饼。”……打开外卖平台、朋友圈，

宣传健康月饼的商家比比皆是。 那么，面

对琳琅满目的手工月饼产品和鱼龙混杂的

商家，消费者该如何选购？

“健康月饼，是近年来商家紧抓消费健

康心理的一个宣传点。由于餐饮店、蛋糕

房等越来越多的小商家进驻月饼市场，建

议消费者谨慎选购。”孔凡哲说，选购时，先

看品牌，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月饼，特别是

知名品牌或老字号，这样从产品质量上能

够得到保证；其次，看标签，看生产厂家、配

料表、保质期、产品执行标准号、QS标志及

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最后，看口味，月饼市

场品种繁多，在选购时一定要根据喜好及

健康情况选择。

拼颜值拼颜值比新意比新意重健康重健康

中秋月饼抢中秋月饼抢““鲜鲜””至至
本报记者 苏立萌

如今，距离中秋尚有一段时日，但各种口味的月饼已经抢“鲜”上市。近日，各大商超、餐饮店、蛋糕店等经营月饼
的商家已将月饼摆放在显眼位置，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记者走访了解，今年月饼礼盒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月饼口味则更加丰富、新奇，除了传统口味的月饼，流心蛋
黄、巧克力、冰皮等新潮口味以及主打健康养生的月饼也琳琅满目，时尚、新潮、健康养生已成月饼市场的发展趋势。

现如今，在信息共享与流通的大数据时代，
信息资料越来越值钱。中消协的调查结果显示，
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途径为：经营者未经本人同
意收集个人信息，约占调查总样本的62.2%；经营
者或不法分子故意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
供个人信息，约占调查总样本的 60.6%。于商家
而言，商家掌控的用户信息资料越多，未来在营
销、交易决策等方面就会更精准、更有效率。因
此，商家都倾向于收集和储存用户的信息资料，
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做法会给商家、网络运营者
带来收益，却会让消费者陷入隐私保障的巨大陷
阱，牺牲隐私不能成为消费者接受商家服务的必
然代价，消费者有权向商家、网络运营者说“不”。

消费者在接受商家服务过程中，很多看似微
小、无足轻重的信息资料，却在毫无防备甚至毫
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商家共享，被商家或其他机构
掌握。由于私人信息归属于公民本人所有，因而
商家基于商业用途的信息收集是应得到当事人
本人同意的。但是在实践中，部分商家使用消费
者信息的范围大多超出其标榜收集的目的之外，
如打着交易注册的名义征得消费者同意，然后将
信息进行二次开发和分析，并将其作为商品转卖
他人用于营销。这不禁让人叹息：面对大数据时
代的隐私陷阱，消费者应当如何应对？

虽然现如今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意识越来
越强，但是却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商家及网络
运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应及时披
露其收集使用的规则以及具体实施情况。此外，
相关部门还应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企业动态
监管，敦促企业自觉自律，加大对“超越收集目
的”“未经当事人授权”等使用行为的处罚力度。
消费者也要培养良好的信息意识和使用习惯，知
晓个人资料任由他人流通的风险，提高自我保护
意识。只有协同合作，才能撑起个人隐私保障的
擎天巨伞。

新闻：8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了《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查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超八成受访者
曾遭遇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而8月底，“5亿
条个人信息疑似泄密”事件也在全社会引
起轩然大波。9月1日，国内民营快递巨头
顺丰就3亿条用户数据遭泄露的传言做出
回应，称公司第一时间报警，经技术手段交
叉验证，暗网所售数据非顺丰数据。

真相探索：遇到过不少患者，前期眼睛不舒服
时，往往选择购买眼药水自行治疗，此外，为了追求
更好的治疗效果，一些患者会选择海外代购眼药
水。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一些患者会发现，眼睛反
而更加难受，对着电脑没多久眼睛就又干又疼。

其实，大家对干眼存在一定的误区。第一个常
见误区是，干眼就是泪水少，点点眼药水就行。需要
提醒的是，正常人健康的泪液中不仅有“水”，还有睑
板腺分泌的“油”，“油”分布在水液层的表面，可以有
效地减少水液的蒸发。睑板腺功能障碍导致的“油”
缺乏、泪液蒸发过强是干眼的最主要原因。对于这
种情况，单纯点眼药水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破坏脂
质层而加重病情。另外，部分眼药水中含有防腐剂，
长期使用会对眼表角膜、结膜细胞产生损害。

第二个常见误区是，干眼是小问题，不需要看医
生。干眼确实常见，早期会有眼涩、痒、疲劳等不适，
此时常已伴有睑板腺功能障碍、结膜炎症等轻度损
害。任其发展，则可能出现角膜炎、睑板腺萎缩，导
致视力下降。另外，部分中年女性出现干眼可能是
类风湿等全身疾病的表现，不及时看医生的话，可能
出现角膜溃疡甚至穿孔，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在
眼睛出现不适、干涩情况时，建议尽快前往医院就
诊。

对于已经存在干眼症状的患者，建议采取以下
几个方法缓解干眼症状。

一、多眨眼睛。眼睛每眨一次，睑板腺会在眨眼
与眼睑闭合的过程中受到挤压，挤出睑板腺脂质。
眨眼有助于将睑板腺脂质均匀地涂到新形成的泪膜
上，让你的眼睛感觉没那么干。建议眨眼之后，闭目
5秒钟休息下。

二、设定一个时间间隔，让眼睛充分休息。绝大
多数人都会长时间工作而忽略休息，不妨用闹钟来
提醒自己。实在忙得没空停下工作起来活动的话，
远望一下办公室里的绿植也可以养眼。

三、日常饮食多吃坚果和鱼类。通过吃富含脂
肪酸的食物，可以促进眼睛上的分泌腺分泌含有油
脂的眼泪。

四、眼药水不建议长期使用，可换成人工泪
液。不单医院药房，普通药店也有卖，但是也要遵
医嘱使用。

科普延伸：当眼睛不适时，很多人会习惯性地用
手揉眼睛，这样很容易引起各种眼病。对此，建议大
家应先把手洗干净，然后闭上眼睛轻轻按一按；有异
物时，更不要大力揉眼，应先闭上眼睛，等到眼泪大
量流出时，再眨眨眼即可。此外，建议养成做眼睛保
健操的良好习惯，改善眼部疲劳，有效保护眼睛。

健康道

净值化转型加速净值化转型加速
市民理财影响几何市民理财影响几何

近期，上市银行2018年半年报陆续披露，根据数据显示，
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明显加快。不少专家分析，受资管新规
影响，理财市场正在大变局。那么，目前郑州理财市场情况如
何？理财市场正如何转变？市民热衷于哪些理财类型？记者
走访多家银行，探寻市场趋势。

撑起个人隐私保障巨伞

为全面弘扬“责任、诚信、团结、创新”的体彩精神，
提高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推动责任彩票工作开展，
日前，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发布选拔责任彩票培
训师的通知，基于此，体彩郑州东、西区分中心于近日
联合开展了“责任彩票培训师选拔实战试讲”活动。

据介绍，此次培训师的选拔是河南体彩人全面践
行责任彩票建设工作的又一次创新。活动期间，郑州
东区分中心和郑州西区分中心的八位优秀工作人员相
继登台，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对中国体育
彩票秉承的宗旨、肩负的责任以及省中心、分中心和销
售网点业主、销售员在全面践行责任彩票工作实践中
做出的努力进行了声情并茂的讲解。

试讲活动结束后，郑州西区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
各选手的讲解进行了点评，并要求各位体彩人坚持依
法合规经营，引导购彩者理性投注，维护好彩票市场的
健康，保持体育彩票的平稳发展，传递体育彩票国家公
益责任的品牌使命。

随后，郑州东区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此次实践活
动中各选手在培训课件制作和培训演讲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指导，并表示，作为体彩人，要充分认识到
责任彩票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携手共同努力，交上
一份合格的责任彩票答卷。 张二国

体彩郑州东、西分中心开展
“责任彩票培训师选拔实战试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