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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企开拓线上渠道

安全性风险待解

□本报实习记者 李超

2013年和2014年交替之际，保险产

品在渠道拓展上频频发力， 险企已开始

探索通过微信提供服务的可能， 部分公

司发展了在线投保、缴费等线上服务。然

而，业内人士认为，保险产品在微信等渠

道开拓的过程中， 其安全隐患有待技术

破解。

推“返利” 建微信

保险产品搭建电商平台的热度还未

减弱， 各险企已经在网销渠道上寻找新

的促销方式。日前，多家险企将通过网络

销售的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提到6%

以上，并承诺“返利” 等优惠，成为跨年

之际保险业的焦点之一。

实际上，进入2013年12月，就有多家

保险公司谋划年底冲关， 而选择的便捷

平台就是网络。 在承诺购买者可获高收

益率的同时，推出部分优惠措施。某理财

计划预期年化收益率为6%，同时，推出

产品的网站渠道的配套补贴计划是再送

“返点” 补贴6个月， 并推出 “加银计

划” ，再加千元红包。

与2013年末这类保险产品靠优惠

“冲关” 相伴的，是2014年初保险公司布

局线上和线下的 “共进” 。 业内人士表

示，因为网络广告成本相对较低，而且推

广方便， 很多险企都青睐于将可标准化

操作的保险产品放在网上销售， 而跨年

时刻正是理想的销售节点。

保险公司从业者已经认识到， 网络

渠道销售产品面临货品单一、 复杂组合

空间有限的状况，所以，一些险企开始探

索通过个人代理渠道与网销渠道共同推

进的方式寻求获利空间。业内人士表示，

多家保险公司正在研发适合网络销售的

产品， 并想办法将其与线下的其他产品

组合相配套， 以求设计出线上线下能够

配套销售的最优产品组合模式。2014年，

预计会有一部分此类型产品面市。

在移动端口方面，保险公司亦在谋

动。 微信5.0版推出支付功能以后，目

前， 已有多家保险公司开通微信账号，

延伸服务链条。 中国证券报记者体验某

保险公司微信号时发现，通过与该微信

建立联系，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公司推出

的新产品， 并直接享受投保、 缴费、核

保、理赔等多项服务，同时还可在线试

算保费。

存安全性风险

面对险企推广销售渠道的态势，业

内不乏质疑声音。 例如，在“返利” 销售

保险产品方面， 有意见认为，《保险法》

规定保险公司不得“给予或者承诺给予

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

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 ，赠

送的保险不能超过100元。对于前述的促

销做法是否涉嫌违规，有待探讨。

安全性被视为另一个有待进行风险

检验的方面。目前，多数保险公司开通的

微信号没有引入较为完整的服务， 相当

一部分只是简单的推送信息。 业内人士

表示， 通过微信等在线平台进行保险业

务的操作，应建立在系统安全的基础上，

而现在对于技术是否已经成熟， 很多公

司还持谨慎态度。

据媒体报道， 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

团（筹）多位人士称，一些平台仍存在硬

伤———由于没有单独的资金账户， 资金

仅与微信号绑定，一旦微信号被盗，资金

就存在安全隐患。 有险企负责人表示，会

尝试利用新技术改善业务体验并进行业

务创新。但在安全性得到验证之前，不会

大范围推进相关业务。 安全性风险的存

在，有待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以破解保险

产品销售的渠道制约。

元旦刚过 银行理财收益率见顶

春节前有望保持高收益

□金牛理财网 薛勇臻

上周跨越新年，银行理财周平

均收益率升至新高， 但发行量明

显回落。 元旦前后银行理财发行

市场形成鲜明对比，年后3天的理

财产品发行量大幅减少， 占全周

不到三成， 部分银行的新发产品

收益率也较年前出现明显下调。

预计随着银行年末考核因素的消

退和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走低，银

行理财市场步入下行阶段。 不过，

由于春节前资金面或仍可能偏

紧， 尤其是中长期利率在持续上

升， 银行理财产品有望保持较高

的收益率水平。

收益率见顶

金牛理财网截至1月3日的监测

数据显示，上周（2013年12月28日

-2014年1月3日）68家银行共新发

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597款，较

前周少发168款；平均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5.95%，环比上涨3BP，创下单

周收益率新高。从收益率分布来看，

收益率超过6%产品占比达到54%，

但收益率达7%的产品较前一周明

显减少，仅有7款。 上周金牛银行理

财综合收益指数在 1月 2日达到

6.01%的顶点， 随后周五指数降至

6%，较前周五上涨4BP。

从银行类型来看， 上周部分银

行的收益率仍在上涨， 但势头明显

减弱。具体来看，上周国有商业银行

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上涨10BP至

5.87%；股份制商业银行收益率下跌

5BP至6.0%； 城市商业银行收益率

上涨5BP至6.06%；农村商业银行预

期收益率下降13BP至5.87%。 从金

牛银行理财指数来看，上周五，国有

大行理财产品指数行至5.95%，中小

行指数行至6.03%， 分别较前一周

上行14BP和下降6BP， 两者利差缩

小至8BP。

从收益类型来看， 上周保本类

产品市场占比大幅下滑， 但保本浮

动收益型产品的周平均收益率依旧

保持上涨， 上周平均预期收益率上

涨6BP至5.68%；保证收益型收益率

下降8BP至6.6%； 非保本浮动收益

型平均预期收益率与前周持平于

6.12%。 整体来看，从金牛银行理财

指数来看，保本类指数行至5.53%，

非保本类指数行至6.15%，分别较前

一周上涨8BP和5BP， 值得注意的

是， 上周五两类产品指数均已从顶

点开始回落。

从投资期限来看， 上周1-3个

月期限的产品预期收益率微涨1BP

为5.98%；3-6个月期限预期收益率

上涨15BP至6.01%；6-12个月期限

收益率上涨12BP至6%。 上周短期

产品收益率上涨势头基本结束，周

平均收益率未能超越6%。 上周金牛

银行理财短期指数行至6.02%，中长

期指数行至5.97%，较前一周分别上

涨1BP和9BP。由于短期指数已从顶

点回落， 年前形成的收益率倒挂现

象已经明显改观。

春节前高收益或持续

上周央行在公开市场 “零操

作” ，实现净回笼290亿元。 在此背

景下，银行间短期资金面仍然持续

好转，年后隔夜、7天和14天Shibor

利率明显回落， 但跨春节的1个月

品种的利率走高至6.2%，同时，3个

月以上的利率均延续缓慢上行态

势。 总体上货币市场利率继续呈现

“短降长升” 态势，或反映了银行

对中长期资金面的谨慎态度。

随着银行年末考核因素的消

退和货币市场利率走低，银行理财

产品的发行量和收益率均已见顶

回落。 除元旦假日因素影响外，年

后银行的发行动力不足也是重要

原因。 以元旦为界，年后发行量占

周总发行量不到三成， 元旦过后

部分银行的收益率也明显下降，

年后新发产品收益率较年前平均

下降约11BP。 从金牛银行理财指

数来看，除国有大行指数、中长期

产品指数外， 其他指数均已在上

周五回落，其中，中小行指数跌幅

最为明显，上周五指数较最高点已

经下降9BP。

一般来说，新年伊始，银行揽储

压力释放后， 理财产品收益率下行

在所难免。不过，下一个传统资金紧

张的时点———春节即将来临， 而今

年又恰逢1月末，对流动性十分谨慎

的各家银行对春节前资金面自然不

会掉以轻心。因此，下行趋势中的银

行理财收益率短期内或将维持高水

平， 春节前这段时间仍将是投资银

行理财产品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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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银行加码布局互联网金融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互联网金融的火爆在2014年继

续蔓延， 对于银行业这一传统金融

业态而言，无论是重塑业务定位，抑

或与互联网企业相互合作， 在互联

网金融潮流中， 加快业务转型才能

重新获得储户认可。 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2014年伊始，传统银行对

互联网金融的布局已火速“发力” 。

与此同时，不少专家提醒，互联

网金融这一新兴金融业态目前尚处

于监管空白，但监管层酝酿监管措施

已为业内共知，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

还是互联网企业，在开展互联网金融

业务时都应防范风险，合规发展。

传统商业银行“发力”

2013年风生水起的余额宝无疑

给了传统金融机构一记响亮 “耳

光” 。 除了积极涉足电商业务，通过

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平台拓展业务，

也成为商业银行的 “发力点” 。 近

日，中国邮储银行发布微博银行、微

信银行和易信银行产品， 储户只要

关注“邮储银行电子银行” ，邮储银

行客户即可通过微博、 微信和易信

进行交易。 邮储银行电子银行部副

总经理马德辉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

露，与“来往” 的合作正在洽谈中，

依托社交平台推出针对互联网的专

属理财产品也在规划之中。 邮储银

行副行长曲家文表示， 通过社交平

台系列金融产品， 将金融服务与社

交平台结合，邮储银行布局“微银

行” ，可以融入互联网金融大潮。

另外，一向“快人一步” 的中国

建设银行也于近日推出微信公众平

台，兼具金融服务和在线客服功能，

为客户提供体贴入“微” 的移动金

融体验。 该平台被命名为“小微” ，

用户只需关注 “建行电子银行” 微

信公众账号， 便可在第一时间收到

“小微” 的账户变动提醒，实时掌握

金融资讯， 还可通过该平台办理生

活缴费业务， 体验真正的掌上金融

生活。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微信银

行是建设银行在互联网平台上跨界

部署的一项重大电子银行移动金融

服务举措。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除自

建电子渠道之外， 银行不排斥与互

联网企业合作。例如，民生银行与阿

里巴巴约定在资金清算与结算、信

用卡业务、信用支付业务、理财业务

合作、 直销银行业务、 信用凭证业

务、互联网终端金融、IT科技等方面

开展战略合作。

潜在风险待监管

资金规模1853亿元、 客户数

4303万人———这是引爆互联网金融

热潮的余额宝在2014年第一天发布

的数据。分析人士指出，预计互联网

金融在近几年内是快速发展期，与

此同时， 监管空白问题也已经引发

监管层的警觉。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央

行条法司司长穆怀朋明确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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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互联网金融需分类监管。 目

前部分新业务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

一些问题， 未来对P2P等互联网金融

形态的监管力度将提高，目前正在研

究监管力度和框架。“监管部门将从

更高的层次，用适当的法律，规范市

场发展，并使其发挥更多作用，进行

行业监管，发展行业自律。 ”

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

武指出，尽管在具体安排上，余额宝

这类互联网金融产品， 可以说客户

的账户跟一般基金账户一样： 每份

账户上的钱跟债券投资直接挂钩，

因此属于“直接融资” ，而非传统银

行的“间接融资” 。但在余额宝客户

看来， 他们会认为经营方即支付宝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实际操

控并承担责任， 效果上跟传统银行

区别不大。因此，这类金融安排存在

潜在问题，包括期限错配、流动性错

配、信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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