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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金融

“发年终奖了吗？”这几天，随着春节的临近，这样的问题已成上班

族之间的日常问候。往年在朋友圈里晒年会、晒红包炫富的人，今年

似乎有些偃旗息鼓。

近日，腾讯理财通发布了《2018 年终奖调查报告》，显示超六成受

访者年终奖未过1万元，5成受访者表示2018与2017年终奖持平；年

终奖行业排名中，金融业居第三，排在首位的是能源/矿产/环保；近几

年发钱发到手软的互联网行业，则未进入前五。

本报记者 梅丹

杭州白领年终奖平均值为7929元，你拖后腿了吗？

金饭碗成色依旧 位列第三

破6.7元，换5万美元比3个月前省1.3万元人民币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半年新高
“还是这个红包最实惠，省下来的钱可以给老婆多

买一个包包了。”明天即将前往塞班旅行的杭州人宋先

生一家，对近期的人民币汇率感到惊喜。

昨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6.7025 元，大

幅上调 318 个基点，达半年高位；人民币即期汇率开

盘径直升破 6.7 关口，创 2018 年 7 月 18 日以来新

高。同样是兑换 5 万美元，相比 3 个月前可节省人民

币 13225 元。

升破6.7元 汇率创半年新高
宋先生一家每年都春节都会出境旅游，对汇率很

敏感，他说往年春节前人民币出现贬值情况远多于升

值，今年却是例外。

昨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开盘径直升破

6.7 元关口，是 2018 年 7 月 19 日以来首次升破这一关

口。据统计，2019 年 1 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

升值 1607 基点或 2.34%；在连续第 3 个月升值的同

时，月度升值幅度为最近12个月最大。

“2019 年，美联储本轮加息已至尾声和美国经济

增长放缓将导致美元偏弱，人民币贬值压力减轻。”对

人民币汇率的强劲表现，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博士分析认为，随着短期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减弱，人

民币近期会有升值过程，而全年双向波动可能是主旋

律，“6.3-6.7 可能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主要波动区

间。”

出境游更划算 购物更省钱
“早段时间塞班岛报团的时候人民币汇率6.88，现

在 6.7，这相当于出国购物发了大额‘代金券’，省出来

的钱能给老婆多买个包包了。”宋先生开心地说。

以中间价简单计算，2018 年 12 月末人民币兑美

元 中 间 价 报 6.8632 元 ，兑 换 5 万 美 元 需 要 人 民 币

343160 元；2019 年 1 月 31 日人民币中间价报 6.7025

元，兑换 5 万美元需要人民币 335125 元，比 1 个月前

少花人民币8035元。

如果再往前看，2018年11月1日人民币中间价最

低 跌 至 6.9670 元 ，那 时 兑 换 5 万 美 元 需 要 人 民 币

348350元；3个月过去，如今兑换5万美元可少花人民

币13225元。

人民币汇率这么给力，确实让今年春节出境旅游

划算不少，浙江省中青旅等省内多家旅行社出境游相

关部门都表示，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有可能为新春假

期的出境游再点一把火。

本报记者 吴恩慧

互联网企业红包缩水
跌出排行榜前五

晒钱、晒红包、晒股权，这是前两年互联网企业员

工发朋友圈的标配，但今年，这样的情形悄然消失了。

在《2018年终奖调查报告》中，互联网企业甚至跌出了

年终奖排名前五的榜单，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我们公司去年 10 月到现在的工资还没发，过了

年我就去新公司报到了。”杭州一家互联网企业员工

表示，“工资都拿不到，哪来的年终奖？”据悉，这家公

司成立于 2017 年，属于创业型企业，“我们公司去年

人员流动还是挺大的，我算是第二批员工了，有感情

没钱，也得走了。”小公司不景气，大型互联网企业的

年终奖也豪气不再。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 年不同

行业的白领拿到年终奖的比例”排名中，互联网行业

在 13 个排名行业中惨遭垫底，仅有 46.49%的白领表

示能拿到年终奖。

而近日，滴滴裁员的消息不胫而走，又给互联网

行业蒙上一层阴影。事实上，早在去年 12 月的滴滴

出行全员大会上，滴滴 CEO 程维就表示，因为表现

不如预期，当年员工年终奖比去年缩减一半，高管集

体不拿年终奖。

金融行业排第三
日子并没那么难过

2018 年，对于金融行业来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

裁员、降薪的消息一再触痛人们的神经。但事实上，金

融从业人员的年终奖仍然让人眼红。今年 1 月份，智

联招聘发布的“2018杭州白领年终奖调查”显示，杭州

白领年终奖的平均值为7929元。据记者采访，几位受

访人员的年终奖远远跑赢了这个数字。

“今年我换了岗位，原来岗位的年终奖就没有了。

这样一来，和去年比，少了 40%。”一家城商行的基金

会计沈女士告诉记者，此前从事的是银行柜员一职，

“平时工资很少，年终奖以往有近 10 万，今年就没有

了。”6 位数的年终奖对于大部分上班族来说，有些高

不可攀。

去年信托行业的行情可谓是量价齐升、一枝独秀，

其年终奖行情如何？据杭州一家大型信托公司的销售

人员王先生介绍，由于2018年的奖金反映的是前两年

的业绩，因此到手的年终奖在预期之中。“因为 2016

年、2017 年的业务是 2018 年到期的，到期后就能体现

我们的绩效，等于反映的是前两年效益好时的绩效，所

以还是可以的。”

另外，曾红极一时的财富管理公司，其员工的年终

奖如何？杭州一家公司的副总周女士直言，财富管理

公司没有年终奖。“我们做多少业绩，就拿多少钱，没有

年终奖这一说。”

年终奖发放时间不一
理财规划各有所爱

年终奖发放的数额差异大，发放的时间差异也较

大。而对于这笔钱如何处理？在智联招聘发布的

“2018年杭州白领年终奖使用规划”调查显示，用来储

蓄的占比40.4%，用来投资理财的占比29.8%。

“我们还没发，估计要等到节前的最后一天了，去

年也是这样。”杭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胡先生表

示，“这样一来，基本没法理财，只能先放着，等到年后

了。”而另一位从事通讯行业的白领王女士则表示，其

所在的公司去年 12 月就已经全额发放年终奖了，“去

掉孝敬爸妈公婆，给亲戚家小孩的红包，再买点年货，

剩下的也不多，我就放在货基里了。”王女士表示。

另外，年终奖分笔发放也是不少公司的选择。据

悉，杭州一家文化用品公司其每年的年终奖都分成四个

季度来发，“我们对年终奖的概念不是那么明显，”该公

司一名员工表示，“每次发下来的大多进股市了”。而另

一家公司则选择分两笔发放，“我们年终的时候发大头，

数额还可以的，一般都买银行理财，稳健一点。第二年

年中发剩下的，就补贴家用了。”

恒丰银行杭州余杭支行
开展送温暖活动

近日，恒丰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响应区

委、区政府号召，在春节前开展了“献爱心

送温暖”主题公益活动，帮助困难群众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温暖的春节，进一步增

强干部员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活动当天一早，支行员工就自发踊跃

地参与到捐款活动中。除现场捐款之外，

外勤同事也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伸出

援手。短短半天时间，支行共募集爱心捐

款 10800 元。这些捐款将于日前全部转

交区慈善总会，用于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

活所需，使他们在寒冬也能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

据了解，今年已是恒丰银行杭州余杭

支行开展“送温暖 献爱心”活动的第十个

年头。该行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用实际

行动践行“恒必成 德致丰”的核心价值理

念。 翁颖剑

“中银闪汇”上线
跨境汇款服务升级

近期，中国银行推出首款基于 GPI 先

发优势与集团支付清算内部通道打造的

跨境汇款产品——“中银闪汇”。“中银闪

汇”是对向境外中行汇款服务的全面升

级，适用于收、付款人均在中银集团开户

的跨境汇款业务，通过集团内部客户的专

属汇款通道进行信息传输，客户汇款速度

将大幅提升。

据悉，“中银闪汇”和其他国际汇款产

品比有多个亮点：收费更优惠。2019 年 3

月 31 日前，个人客户向境外中行汇款，手

机银行办理手续费、电讯费全免，网点柜

台办理可享受 8 折优惠；汇款更快捷。优

先处理集团内部客户间资金往来业务，处

理时效优先于普通汇款；费用更透明。提

前告知客户汇款中转费用标准（限柜台及

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端，实际收费以扣费

金额为准）；进程可追踪。中行作为汇款

银行将全程追踪汇款处理进程并及时向

汇款人反馈处理情况；交互体验更佳。

目前，“中银闪汇”可通过中行营业网

点、智能柜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

办理，支持12种货币，可汇往40个中银集

团境外分支机构，居行业同类产品领先地

位。 尹劲劲

稠州银行减税降费
助小微轻装上阵

为减轻小微企业负担，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积极探索减税降费的有效措施，多措

并举缓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如，积极申请支小再贷款等货币工

具，2018年度通过该举措累计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2155万元；给予免税10-20ＢＰ的

定价倾斜，2018年度通过该举措累计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 1890 万元；为普惠金融领

域贷款给予政策倾斜，积极支持投放普惠

金融领域的小微企业贷款、涉农贷款以及

扶贫助学等贷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不受

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对普惠领域贷款给予

较高的存贷比容忍，并在内部资金定价上

给予进一步倾斜；进一步取消或减免服务

收费项目，2018年度累计降低或减免收费

合计2199.20万元。 高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