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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至 19 日，椰城各大银行正式销售 2019 年第五期和第六
期储蓄国债。10 日上午，记者走访海口各大银行了解到，国债销售十
分火爆，多家银行额度已被市民抢购一空，不少银行甚至出现“秒杀”
行情。南国都市报记者 汪慧

国债火爆

银行开售 15 分钟
被“秒光”
国债销售火爆

为何成为“香饽饽”？

没买到不甘心？

10 日上午，记者探访发现，国债销售
呈现出火热行情，半天不到，海口多家银
行基本上销售一空。不少赶到银行大厅排
队的老年人甚至都没买到。
多数银行基本都是在国债发售后没多
久就被抢购完毕。据招行海口分行产品经
理严贞慧介绍，
“ 不到 9 点半，额度就被抢
光了。”说起抢购国债的场景，严贞慧直言，
国债的“魅力”依旧，销售很火爆，
“ 因为我
们客户经理前期也对客户做了提示和宣
传，一大早，网点还没开门时，就有很多客
户在等。”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支行行长曾
妹告诉记者，此次国债开售仅 15 分钟就
卖完了，真的是“秒杀”行情。“有些客
户来得稍微晚一点，就没有买到，只能去
其他银行网点看看能不能‘捡漏’。”
“我们也没有额度了！”兴业银行海口
湾支行理财经理小陈表示。记者走访中发
现，买国债的市民很多都是上了年纪的大
爷大妈，他们都有买国债的经验，省内银行
基本上都在一两个小时内售罄。
据悉，10 日发行的今年第五期和第六
期储蓄国债均为凭证式储蓄国债，其中第
五期为 3 年期的，
票面年利率为 4%，
最大发
行额度为 240 亿元；
第六期为 5 年期的，
票面
利率为 4.27%，最大发行额度为 160 亿元。

“买国债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记得
带好身份证和银行卡，早点去银行网点
排队，等到工作人员上班后，就可以买
了。”有着多年国债投资经验的赵阿姨笑
着谈道，这次她也如愿买进了 10 万元的
五年期国债。
多位银行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国债销售一直很火爆，很少碰到开售首日
下午还有额度的情况。严贞慧告诉记者，
国债之所以一上市就容易被秒杀，主要是
因其安全稳定，对于比较看重资金安全性
的投资来说，
国债无疑是很好的选择。
小陈也表示，买国债和配置大额存单
的客户属性相似，都是之前青睐存定期的
客户，
“不论是国债还是大额存单，都比定
存有收益优势。相比 20 万元起购的大额
存单、1 万元起购的银行理财产品，国债只
需 100 元即可购买，非常亲民。
”
“就这两期国债产品的收益而言，已
经‘跑赢’许多银行理财产品了。”市民刘
先生也抢到了 10 万元国债。
“ 我对
比了一下，8 月底到 9 月初的理财收
益才 4.03%左右，包括余额宝在内
的货币基金年化收益率今年也一路下
滑。”刘先生表示，需要用钱时，国债也可
提前支取。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银
行出现“秒光”现象，这是
因为每个银行的承销额度
有限所导致。如果市民
发现一家银行的国债卖
完了，可以选择多跑几
家银行再看看，以免错
过投资机会。
“国债号称
‘金边债
券’，市民如果本次没
买到,下次仍可留意。
”
海口一家国有大行的
理财经理表示,未购
买到此次国债的投
资者也不必着急，
按
照往常惯例，年内
还会发售三次
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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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稳定是国债最大优势

年内还有三期国债

行业资讯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明星基金经理
传授“投资经”
南国都市报 9 月 10 日
讯（记者 汪慧）日前，民生
银行海口分行携手民生加银
基金公司举办“2019 年三季
度投资策略报告会”，邀民生
加银基金公司明星基金经理
柳世庆，以“时运变迁，布局
当下”为主题，为现场 100 余
位贵宾客户传授“投资经”
。
柳世庆从当前市场投资核
心逻辑切入，深入浅出讲解分享
自己十年的投资心得，价值与成
长并重的投资理念令现场客户获
益匪浅。
民生银行海口分行个人金融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今年已举办
两场策略报告会，为行业专家、精
英与海南投资者搭建起了有效的交
流平台。未来，民生银行海口分行
将举办系列性投资报告会，为客户带
来权威政策解读、前沿趋势研究和理
财投资分析。

市民服务

外汇与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
自律机制成立三年

海口减税降费政策落实

海南外汇市场
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患者用上
“平价药”
南国都市报 9 月 10 日讯（记者 汪
慧 通讯员 胡若兰）减税降费红利的释
放，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记者
了解到，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
为我省知名药企齐鲁制药（海南）有限
公司送去上亿元的“减税红包”，直接
带动企业把政策红利与上下游产业链
企业和患者分享。
齐鲁药业（海南）有限公司是海南
省政府实施“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
动”的工业战略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公
司近年以来锁定抗肿瘤、心脑血管、小
分子靶向药物为研究方向，立项 30 多
个创新性强、疗效好、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的重大疾病的药物专项。
对于减税降费政策红利，齐鲁药

业（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民算了
一笔账，
“ 今年前 8 月，抗癌药物简易
征收政策已为企业减税 7374 万元，全
年预计减税 10677 万元。”
所谓“抗癌药物简易征收政策”，
是指企业生产、销售和批发、零售抗癌
药品，可选择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刘文民介绍，2018 年 5 月 1 日开
始，抗癌药执行简易征收，当年就累计
降低增值税约 9859 万元，今年减免力
度更大；今年 4 月 1 日开始，产品销售
增值税税率由 16%降至 13%，到 8 月
份已经降税 556 万元，预计这一项新
政策全年还可降税 1042 万元。
“药物研发与别的行业不同，研发

期漫长，投入高企。”齐鲁药业（海
南）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表示，减
税节约的上亿元“真金白银”，使
得企业有更多资金可供调度，从
而提速新品研发、技术攻关等
步伐。公司将把政策红利与上
下游产业链企业和患者分享。
记者了解到，由齐鲁制药
（海南）有限公司研制的仿制
药吉非替尼片，驱使“明星抗
癌药”吉非替尼每盒从 2358
元降至 547 元，很多患者因
此用上了“平价药”。随着
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将
持续改善企业现金流，为
企业发展提气增力。

南国都市报 9 月 10 日讯（记者 汪慧）9 月
6 日，为庆祝海南省外汇与跨境人民币业务
展业自律机制 （以下简称海南省自律机制）
成立三周年和人民币国际化十周年，海南省
自律机制牵头行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联合其他
18 家成员行，在海口举办了“自律在心、一路
畅行”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活动。
三年前，中国银行等省内其他金融机构的
代表，共同签署了银行外汇业务展业公约、跨境
人民币业务自律公约，海南省自律机制正式启
航。三年来，海南省自律机制在建章立制、自我
规范、培训宣传、支持海南经济发展等方面主动
作为，通过发布政策汇编，研究本外币业务展业规
范，提供专业化展业培训，推动我省涉外金融业务
经营能力，市场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