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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价

1.7246

1.7729

2.7764

0.7607

1.1759

买入价

1.7578

1.7984

2.7756

0.7605

1.1997

卖出价

1.7233

1.7631

2.7211

0.7456

1.1762

卖出价

1.7233

1.7708

2.7371

0.7418

1.1766

买入价

1.7591

1.8097

2.8095

0.7575

1.2003

卖出价

1.7246

1.7743

2.7544

0.7426

1.1767

投资账户名称

12月 19日

稳健型投资账户

平衡型投资账户

进取型投资账户

指数型投资账户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买入价

1.7591

1.8084

2.8319

0.7760

1.1994

12月 20日 12月 23日

买入价

1.7578

1.8062

2.7919

0.7566

1.2002

12月 24日 12月 25日

买入价

1.7598

1.8139

2.8230

0.7580

1.2005

卖出价

1.7253

1.7784

2.7677

0.7431

1.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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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标

互联网金融“宝宝”大战愈演愈烈

专家提醒警惕网络安全隐患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我的天， 网易推出的添金

计划理财业务的收益率超过

11%？ 哎，真可惜买不到啊！ ” 小

白领王晨不无可惜地说着。 自称

走在潮流前端的王晨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自己是各种互联网

“宝宝” 的忠实拥趸，“瞧，余额

宝的年化收益率已超过6%了。”

互联网金融理财正在吸引

越来越多的年轻投资者。 分析人

士预计，未来互联网“宝宝” 大

战将愈演愈烈。 但是，目前某些

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补贴客户

的方法只是他们打开市场的营

销手段， 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

性。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

金融平台吸引的资金量越来越

大，其网络安全隐患亟须引起警

惕和防范。

收益率“没有最高”

王晨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现在自己每天都会查看余额宝

收益，而近日余额宝年化收益率

超过6%了，这让王晨很是兴奋。

而有了投资余额宝的经验，王晨

更是关注起了各种 “宝宝” ，每

次看到有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推出新产品，她都会兴致勃勃地

买上一些。

据了解，在“余额宝” 引爆

互联网金融之后，百度、苏宁等

也先后与基金公司合作推出理

财产品，各家打出的收益率更是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 此前百

度推出收益率8%的理财计划之

时，曾让市场“大吃一惊” 。 然

而，令人想不到的是，网易近日

也推出了添金计划理财业务，最

新7日年化收益率达到了6.42%，

在此基础上网易再补贴5%现金

红包，预计收益将超过11%。 据

悉， 该添金计划采用限售的方

式， 每个用户购买金额最多2万

元可享受补贴，2万元以上部分

不享受补贴，合计发售5亿元。 受

到高收益率的“诱惑” ，该款产

品推出几小时就告售罄。

数据显示，目前预期年化收

益率最高的几款互联网金融理

财产品中，除了“号称” 收益率

11%的网易理财添金计划，天天

基金网也推出了三款货币基

金———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A、

鹏华货币A、信诚货币A，预期收

益率分别为10%、9%、9%。 数米

基金网的数米胜百八的预期收

益率也比较高，按照投资金额划

分，基本预期收益率分别为8.6%

和8.8%。

可持续性存疑

资深投资人士提醒投资者，

所谓各种互联网“宝宝” 实质只

是一条通道，投资者通过这些通

道购买的还是各种基金产品。 以

被众多网友誉为“理财神器” 的

余额宝为例，好买基金的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

稿时，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的每万份收益为1.7674，七日年

化收益率为6.03%。其近3个月同

类基金排名也只是在第21位，相

较此前排名下滑了不少。

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如此高

的收益率，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

是“赔本赚吆喝” 。 普益财富研

究员吴泞江指出，“百度、网易等

都是才开始搭建互联网理财平

台，补贴客户的方法只是他们打

开市场的营销手段，不具有长期

可持续性。 在补贴期之后，对客

户的吸引力主要还是看产品的

投资回报能力。 ”

业内人士认为，“补贴”只是

一种短期的广告营销手段。 “采

取补贴高达5%的现金红包的方

式，如果资金量达到一定的规模，

肯定会亏本， 这种做法显然不具

有持久性。 ”更有人猜测，此前也

酝酿推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

门户网站新浪， 或许就是考虑到

这类问题，才推迟了相关计划。

网络安全存隐忧

在高收益率的背后，王晨也

有着自己的担忧，“最近总是看

到新闻报道说，通过互联网金融

理财，账户被盗，资金全部被盗

走，这让我们这些原本就没多少

钱的小白领胆战心惊啊。 ”

业内人士提醒，“××宝”

的理财过程全部通过互联网完

成，投资者在享受互联网理财便

捷性的同时，面临着额外的网络

风险。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

家朱海斌还指出，目前互联网金

融还处于监管空白，这是储户需

要考虑的问题。

“在互联网理财时代， 无论

是P2P理财还是‘宝宝理财’ ，网

络安全、道德风险，应该成为投

资者风险意识的一部分。” 此外，

互联网因其匿名性、草根性导致

在网上售卖的理财产品良莠不

齐，“钓鱼” 、 诈骗网站层出不

穷，一旦上当受骗，购买者损失

很难得到补偿。 因此，投资者购

买前一定要仔细斟酌，对照查验

类似销售平台的合法性等。

央行条法司司长穆怀朋近

日出席2013凤凰财经峰会时强

调，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利有

弊， 总体上推动了金融的发展。

他还透露对于P2P的互联网金融

形态的监管力度会提高，目前正

在研究监管的力度和框架。 “互

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是一种互

补的关系，有些业务传统金融机

构无法做到。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有利有弊，总体上推动了金融的

发展，对其需分类监管。 ”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担忧升

级， 易宝支付近日正式发布了

P2P资金托管平台， 并启动了融

汇P2P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征

信公司、媒体、P2P出借人和借款

人等多方长期对话的“P2P行业

百脑汇” ， 意在帮助P2P企业提

升风控水平、合规经营、赢得出

借人信赖、 高效服务借款人，提

供互联网金融时代的高水准资

金托管服务。

易宝支付高级副总裁余晨

称，“我们期望的是与P2P公司

等多方建立对话机制， 推动P2P

行业健康发展， 为P2P公司持续

提供优质服务和全方位的解决

方案。” 他分析，明年将是互联网

金融行业鏖战的 “红海年” ，强

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会

在这个行业显现。

文摘

新兴行业

不妨预警式监管

□

和静钧

近期引发舆论热议的诸多问

题，多出现于新兴行业。强化对新

兴行业的监管是社会共识， 但采

用什么样模式的监管才有效率和

公平，却是一个仍待思考的问题。

先来看物流快递业。 物流快递

业是电子商务的“最后一公里” ，随

电子商务而兴起，发展迅速，它与传

统的邮政快递服务模式完全不同。

然而，近年来，快递业连发了一系列

问题，如暴力分拣、售卖客户信息、

监守自盗，现在则爆出了导致1死多

伤的“毒快递”恶性事件。

再来看家政业有关的新产

业。 近年来，“月子会所” 在大中

城市有“遍地开花” 之势。据媒体

报道，今年年初，常州一家月子会

所内7名新生儿接连感染重症肺

炎，甚至被下发病危通知书；去年

12月，武汉一家月子会所的护理

人员将生理盐水和医用酒精搞

混， 用浓度为95%的酒精清洗婴

儿口腔， 宝宝确诊口腔黏膜受损

和扁桃体发炎化脓。

几乎在所有发展迅速的新兴

服务行业中， 都可以看到高速发

展背后隐藏的巨大市场风险甚至

是公共安全风险。 新兴行业与传

统或成熟行业之不同， 在于新兴

行业的“暴利动机”强，引发社会

资金盲目跟进， 更容易受恶性市

场竞争之阻击， 导致服务质量雪

崩式下降。

在对传统或成熟行业规制的

法律体系日趋完善而调整新兴行

业行为规范的法律迟迟不到位的

情况下， 管理部门多采用突击检

查、停业整顿等传统“事后监督”

模式。针对“大浪淘沙”式的粗放

竞争的新兴行业，应把握其特点，

创新思维，开辟预警式监管模式，

以便能提前介入问题进程， 从而

在还没有上升为恶性问题之前就

能引导问题良性自愈。

预警式监管模式属于管理部

门和行业的互动，对已经偏轨明显

和已经不被行业合理认可的行为，

应提前作出警示和干预。 当然，要

进行有效的预警式监管，还应明确

监管主体， 监管主体长期不明，或

监管主体之间职责不清，也是监管

失效或失能的重要原因。

（摘自12月25日《广州日报》）

茶座

2013

年中国大妈黄金劫

□

本报记者 赵同刚

“中国大妈” 无疑是即将过去

的

2013

年的网络热词。她们在今年

的黄金大跌中勇猛出手大战华尔

街大鳄行为， 一度被媒体津津乐

道。 但是时至年底，中国大妈们已

悉数被深套其中，只能扼腕长叹。

持续了

12

年之久的黄金牛市

在今年风云突变， 金价急转直

下，一泻千里，全年跌

幅估计将高达

三成，创下

30

年

来最大年度下跌记

录。在黄金的这一轮急

速下跌过程中， 有一个群

体引起世人关注，甚至惊动了

华尔街的大佬们，她们就是“中

国大妈”。 中国大妈们在今年黄

金跌势中屡屡抄底，逆势抢购实物

黄金。全国各大黄金卖场一度被抢

购一空，甚至令做空的华尔街大鳄

们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可谓疯狂。

显然， 赤膊上阵的中国大妈们

最终是无法与武装到牙齿的华尔街

专业人士抗衡的。 市场是残酷的，她

们的一次次入市抄底，反而是给大鳄

们提供了更好的做空点。 目前来看，

中国大妈们在这次黄金大战中已是

败下阵来，她们大都被套在了高位。

稍作分析不难发现， 中国大

妈们购买黄金无非出于两个目

的： 一是消费需求； 二是投资需

求。前些年黄金价格涨得太高了，

趁着今年价格回落了赶紧抢购一

些黄金首饰，此举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 对于第二个目的即投资需

求则需要仔细斟酌了。

黄金作为财富的象征， 中国

民间自古以来就将其作为储存财

富的一种重要手段， 从而备受追

捧。时至今日，许多人将黄金视为

抵御通胀、 防止财富缩水的最佳

工具。但是，正如股神巴菲特所揶

揄的：“黄金是只不会下蛋的鸡”，

不仅没有分红与利息， 而且同样

也要承担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黄金虽然有保值避险功能， 但是

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身兼商品

属性与金融属性，决定了

其价格将受宏观经

济、 金融市场

及地缘政治

等多重因素影响，

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黄金投资也是需要

专业知识或专业人才的。

尽管如此，中国大妈还是在今

年上演了一幕幕“抢金潮”。对于这

种非理性抢购行为，一方面是与她

们爱跟风有关，前些年发生的抢购

食盐、 抢购板蓝根等现象莫不如

此。 另一方面，当前国内投资渠道

的相对狭窄也导致了大家一哄而

上。 今年以来股市、债市表现差强

人意，房产市场又持续遭遇宏观调

控， 对外投资大门至今迟迟未开。

在此种情况下，除了黄金似乎其他

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并不多。

据统计， 目前中国居民储蓄

余额已高达

40

多万亿元， 这其中

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因此，适

时拓宽投资渠道， 大力发展多元

化、 多层次、 可靠的投资理财产

品， 让包括中国大妈在内的普通

投资者有更多更好的灵活选择，

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需求， 才能

让

2013

年的黄金劫不会重演。

收藏

艺术品信托遭遇“过山车”

□

萧蔷

一度风生水起的艺术品信

托今年遇冷。 据不完全统计，今

年上半年新发行的艺术品信托

仅有10款， 参与的机构也从高

峰时的18家锐减至4家。在发行

数量锐减的同时， 兑付风险也

浮出水面。今年上半年，至少有

29款艺术品信托产品面临兑

付，涉资近30亿元。 因此，2013

年又被称为“艺术品信托的退

出之年” 。

冰火两重天

自2009年6月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在国内率先推出首款艺

术品信托产品———“国投信托·

盛世宝藏1号保利艺术品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来，中国

的艺术品信托市场从无到有迅

速蓬勃发展。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的不完

全统计，2010年度发行的中国

艺术品信托产品为10款， 发行

总额为7.58亿元；2011年度发行

的中国艺术品信托产品为45

款，发行总额为55.01亿元。从产

品数量来看，2011年度的同比

增长幅度为350%； 从发行总额

来看，2011年度的同比增长幅

度为626%。 虽然2012年第一季

度发行的中国艺术品信托产品

多达13款， 发行总额也高达

18.14亿元。 但随着2012年中国

艺术品市场行情的大调整，艺术

品信托发行数量大幅度减少。

用益信托工作室提供的数

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仅山东信

托、 国投信托和长安信托三家

信托公司推出了4款信托产品，

而2012年1月至6月共发行了24

款信托产品，参与机构达16家，

其中， 仅3月一个月就发行了9

款，规模达到了14.1亿元。 相比

去年同期， 今年上半年信托产

品发行量可谓大幅度缩水。

艺术品信托市场的好坏主

要取决于两大因素， 即国内外

宏观经济形势和艺术品市场自

身的发展， 而目前中国经济进

入了重大转型期，2013年上半

年宏观经济出现了非预期性回

落， 整个信托业全年预期都变

得更加保守，在这种大环境下，

艺术品信托市场大幅缩水在所

难免。

艺术品信托的萎缩和艺术

品市场低迷息息相关。 雅昌艺

术市场监测中心(AMMA)报告

显示，2012年春季艺术品市场

全面回调， 今年上半年艺术品

市场的成交额为281.60亿元，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下 降 了

34.27%。到了今年第三季度，中

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成交总额只

有68.99亿元，同比下降41%。

先天不足掣肘

所谓信托，顾名思义，就是

以信用为基础的信用委托行

为，业内人士认为，当今中国艺

术品市场， 无论是鉴定还是评

估，无论是产权还是维权，归根

到底都绕不开一个根本性问

题———信用问题。 开展艺术品

信托的最大障碍就是如何解决

信用问题。 而中国艺术品市场

“水很浑” ，信用缺失现象极其

严重。 可想而知，依托于艺术品

市场的艺术品信托所面临困难

有多大。

艺术品是一种中长期投资

产品，买的是行业的趋势，而信

托这种快进快出的投资方式在

艺术品市场上已经显得越来越

不合时宜。 在艺术品信托中，

“春买秋卖、快进快出” 成为常

见的操作方式， 短线操作加大

了投资风险。 过去市场行情火

热的时候， 这种短线操作还能

获益，但在如今回调的行情下，

艺术品信托显然已经不是合适

的投资方式。

业内人士认为， 对于艺术

品金融资产来说， 即使考虑到

所投入资金的机会成本， 艺术

品信托的信托期限至少也应该

在5年左右。但目前国内艺术品

信托产品的平均信托期限仅为

2年左右，这显然是不符合艺术

品市场投资规律的。

业内人士表示， 真正的艺

术品投资在信托产品常见的两

年投资期内流动性很难保证。

这一轮艺术品投资的金融化，

炒作成分明显，透明度低，相当

多的投资人不理解艺术而跟风

涉入。 艺术品市场拍卖存在人

为抬高价格， 然后利用资本市

场融资或套现的行为。

兑付风险显现

目前艺术品信托的标的物

主要有以下几种退出方式：一

是拍卖市场， 二是同藏家私下

交易，还有就是同融资方协议，

产品到期后由原持有人回购。

其中， 约有七八成的产品会通

过拍卖渠道退出。

人们担忧的是，2011年艺

术品市场火爆时成立的信托产

品， 抵押品和投资标的多数是

近现代书画、当代油画，在2012

年艺术品秋拍市场进入深度调

整后，近现代书画出现跌价，当

代艺术品屡屡流拍， 而80%的

投资类艺术品信托是通过拍卖

渠道退出。

北京皇城艺术品交易中心

总经理吕立新表示， 在今年艺

术品拍卖市场上， 艺术品信托

投资的艺术品拿出来拍的很

少，因为市场情况并不乐观，在

前两年高峰时期买入的艺术

品，现在抛出不仅赚不到钱，而

且可能赔钱。

针对外界的兑付疑虑，多

数有到期产品的信托公司均表

示已经如期兑付， 目前艺术品

信托产品运作良好， 也有的以

公司有规定不能透露为由作为

回答。

不少业内人士对艺术品信

托的兑付并不看好。 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信托业人士称，多

数产品前期发行的时候， 价格

在市场高位，现在却处于低位，

脱手比较难。

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对

艺术品拍卖落槌价的统计也显

示，与2011年的黄金时期相比，

2012年艺术品市场上的拍卖数

量和成交数量分别下跌30.39%

和24.88%。在此背景下，信托自

己埋单或让资金管理方提前兑

现，成为另一兑付渠道。 用益信

托工作室的统计显示，2012年

共有5家信托公司的11款产品

清盘， 其中5款为到期清算，另

外6款为提前终止。

在市场萎缩的背景下，信

托公司考虑到产品到期后可能

产生的风险， 出于资金安全的

考虑通常会提前结束计划。 国

内最早介入艺术品信托市场的

国投信托， 累计发行了15款艺

术品信托，目前仅有5款艺术品

信托正在运行，已有4款产品于

去年提前终止。

业内人士呼吁，当前应大力

规范和发展艺术品信托市场的

体系建设。只有随着艺术品市场

的逐渐成熟，艺术品鉴定、估值

以及保险等配套服务逐步改善，

藏家、画廊与拍卖行之间进一步

整合，艺术品信托未来的发展空

间才能得到进一步拓展，中国艺

术品市场和金融资本才能实现

真正健康的有机融合。

汇眼看市

圣诞假期交投清淡 外汇市场窄幅震荡

□

中国银行金融市场总部 丁孟

本周适逢欧美圣诞假期，缺

少主要参与者的外汇市场交投清

淡，欧元、英镑等欧系货币对美元

变动较小。从上周四至本周四，欧

元对美元小幅上涨0.22%， 英镑

上涨0.24%，瑞郎上涨0.15%。

预期这种交投清淡的态势将

延续至元旦，之后，随着主要交易

者回归， 市场将逐渐告别之前盘

整态势。数据方面，美国将公布供

应商协会12月制造业PMI， 这是

美国最早公布的重要数据， 对于

判断接下来将公布的12月其他

经济数据具有较强指示意义。 欧

元区将公布12月PMI终值和11

月货币信贷数据； 英国将公布最

新的12月制造业和建筑业PMI以

及与房地产相关的全国房价指数

和按揭贷款申请数据。总体来看，

预计上述数据将继续指向欧洲经

济好转， 从而使得下周欧元和英

镑难以出现较大跌幅。

从货币季节性表现来看，1

月并不是看空欧系货币策略易于

获利的好月份， 最近三年欧元对

美元在1月都出现不同程度上

涨， 英镑和瑞郎在过去三年中有

两年对美元上涨。

但在较长时间区间中， 我们

仍看空欧元。 2009年以来数据显

示， 美国2年期国债与相应期限

德债收益率之差与欧元呈现良好

的负相关关系， 随着美联储逐渐

削减其资产购买规模， 预期由长

端国债收益率上行带动， 美国中

短端国债收益率同样将出现一定

程度上行； 在欧洲央行维持宽松

货币政策背景下， 美债与德国国

债收益率差将在年内逐步拉大，

从利差角度同样支持欧元年内走

弱的观点。

日元自上周五到本周四贬值

0.6%。 除了上周五晚盘， 日元

从104.2附近回落到104以下，其

余4个交易日都是贬值行情。 截

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04.8附近。

日本方面，12月26日早盘间

公布了11月央行会议纪要，其中仍

有一名委员表示对经济现状的不

满：第一，最近GDP增长当中存货

项贡献较高；第二，薪酬环比出现

下降。这一论调增加了市场对于央

行的鸽派预期。 此外，日本11月失

业率和工业产值都不及预期，失业

率持平于4%（预期3.9%），工业产

出环比为0.1%（预期0.4%）。

日本的基本面数据相比美国可

谓乏善可陈。 上周五至今，美国3季

度GDP、耐用品订单、个人开支、新

宅销售等重要的数据都没有令市场

失望。 此消彼长之下，日元走弱理所

应当。 日元短期内可能会测试105。

澳元自上周五到本周三一直

在0.89以上波动， 但周四重回

0.88-0.89区间， 目前在0.888一

线，较前周四有20bp的小幅升值。

本轮反弹， 澳元没有收复上一波

峰的0.8972， 从而维持了下行态

势趋势不变。 如果按照10月中旬

至今澳元贬值的趋势来看， 澳元

汇率有可能在2014年1月中上旬

前后下探到0.87一线。

由于年末澳洲基本面消息寥

寥， 因此澳元近期主要在国外因

素和技术面的影响下运动。 美国

基本面和中国股市都对澳元走势

产生了下行影响。 预计年底清淡

交投中澳元还将维持弱势。

征稿

俗话说“人不理财，财不理我” 。 如果你在理财方面有什么独门

秘笈或奇思妙想，无论买金炒汇、收藏投资、银行理财、邮币卡，只要

是钱生钱的故事，我们一概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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