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亿移动支付痛点遭猛踩 互联网金融陷转化疑云

本报记者 曹淑彦

移动支付已成互联网金融下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不甘寂寞的各方诸侯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 腾讯凭一招接地气的“抢红包”上演了一出“珍珠港偷袭”，阿里按捺不住强调自己的江湖大佬地位，全

面收购高德，欲推出“余额宝”二号……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3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突破万亿，同比增长7倍。 难怪，就连小米也杀入移动支付，平安开玩移动金融平台。

不过，在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电信运营商、手机制造商等各方混战移动支付之际，免不了要面对一场高级“扫雷”。 微信抢红包大潮过后留在沙滩上一地“痛点”，假红包、山寨陈光标、延迟到账，折

射出移动支付爆发初期存在的隐患，诸如安全性不足、缺乏应用场景、用户粘性低、转化难等问题。

“痛”态毕露 手机支付还是手机“扫雷”

刚过去的春节，小小的微信红包让很多人迅速记住了微信支付，有业内人士戏称，“微信AA支付+群红包=炸金花！ ”“支付宝红包发出去基本没人回，有点像是讨红包。而微信红包散出去立刻被朋友

抢光，有种土豪散钱的快感。 ”一位体验了微信红包和支付宝红包的用户如此评价。 根据腾讯财付通披露的数据，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用户参与了微信红包活动，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人

抢了4-5个红包。 红包活动最高峰是除夕夜，最高峰期间的1分钟有2.5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个红包在10元内。 有消息称短短几天，微信支付绑卡用户数从2000万已经增长过亿，秒杀支付宝钱包“八年

抗战”成果，而财付通有关人士对实际绑卡用户数据不予评论。 微信的社交红包人气完胜支付宝红包，引得马云也不禁吐槽，微信红包犹如“珍珠港偷袭”“幸好春节很快会过去”。

但是，一场红包大战暴露了很多移动支付现存的问题。 以微信支付为例，理财通的限额低，抢红包取现屡屡延迟，类似“山寨陈光标”是否还有很多潜伏在微信里，非绑卡的微信用户红包资金如何处

理等等。 每一个问题都是摆在互联网面前的一个“地雷”，就看谁能插准小旗。

微信红包大战对于华夏基金确是利好。 据业内人士透露，很多微信用户抢了红包，就把红包里的资金购买了理财通，其规模可能会因此而大幅增长。 然而，如果将微信理财通与余额宝相比，理财通

规模增长还存在一个重要的限制：购买门槛。 相较于其他渠道的同类理财产品，目前微信用户的理财通购买额度依然很低，招商银行单笔单日限额3万元，工商银行单笔单日1万元、单月5万元，农业银行

和建设银行的限额较高，单日可达50万元，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单笔单日最高只有5千元。

很多用户对理财通限额提出质疑，银行的限额是否为了防止大量资金快速从银行卡流出。 有业内人士认为，有了余额宝的“教训”，银行限额可能也是考虑防止活期存款进一步流向互联网理财。 从

银行对微信的转入限额就能看出来，银行还是担心微信的支付安全，微信从属性上来看，仍是一个社交软件，因此有银行甚至变相调低了微信支付额度。

的确，移动支付的安全性尤为重要，虚假账号、手机木马、钓鱼网站等“并发症”成为投资者使用手机进行理财时最为关注的问题。

很多微信用户反映在春节抢红包时曾收到过假红包，跟其他红包的图片文字一模一样，点开后显示成功领取802元，点“查看详情并留言”，显示“亲，你上当了！ ”页面最后还提示搜索某微信公共号。

还有微信用户听闻陈光标派发2000万元的红包，于是纷纷加入“光标”的ID入群，结果没有领到红包反而被其借机敛财。有人将这些事件视为恶作剧，然而背后却暗示微信存在的隐性风险。“微信红包虽

好 防范意识别少”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提醒，用户使用手机抢红包也可能存在被假红包钓鱼的风险，此外，手机木马、钓鱼WIFI、假冒微信好友等方式都有可能威胁到银行卡安全，同时贴出了解

绑微信银行卡的图解。 浙江公安也在官方微博发帖“如何解除微信银行卡绑定”，浙江公安表示，最近两天，因微信红包“炸开了花”的小伙伴们逐渐从抢红包的喜悦中平静下来，围绕着银行卡解绑、假红

包、信息安全等的“后遗症”开始显现。

出于安全的考虑，有些用户在抢完红包后解除银行绑卡，而抢到红包却没有绑定银行卡的用户，其红包资金去向成了疑问。 有网友打趣道，“不提现领取红包的人就相当于给腾讯送了永不提现的长

期存款，腾讯摇身变成了瑞士银行。 ”

腾讯财付通人士表示，剩余资金处理分两种：对于发红包的用户，假设曾发了500元红包，只有300元被领取了，剩下200元会在3天之后返还其银行卡；对于抢红包的用户，没有绑定银行卡，红包的钱

会被放在一个虚拟账户，永久有效，一直等到用户绑卡才能取现。

原以为技术对于互联网巨头是最不成问题的问题了，然而在挺进金融的路上，“BAT”被技术问题绊跟头也是见怪不怪。 从百度百发上线首日页面瘫痪，到微信理财通上线就因瘫痪而延迟到账，微

信红包取现又出现不断延迟。 有网友反映，微信红包提现时显示1月31日到账，但是2月2日都没到。 “延迟一天到账，就成功变成了网上银行，管过资金的人都知道这里面的巨大商业价值，尤其在春节期

间。 ”根据财付通公布数据，春节期间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假设每个红包10元，就是4亿元的资金交易量，如果50%的红包被延迟一天支付，沉淀资金的每日收益大概就有数万元，如果10%的红包没

有取现，意味着就有4000万的沉淀资金。

倒贴模式不可持续 “快闪”过后残留转化疑云

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拼命“傍大腿”无非是希望脱离银行拿到自己的客户，因此，在互联网金融布局时，最为在意的就是能获得多少客户，转化率有多高？ 然而，互联网燃放的“烟火”往往是短

暂的，移动端用户更是“快闪族”。 如何留住客户，如何将货币基金客户转化为权益类等其他理财产品的客户，对此很多金融机构仍在摸索。

“红包热迅速退潮，很多用户解除绑卡，互联网理财退下高收益神坛，投资者就流向其他产品，表明移动互联网的用户群黏性仍比较低。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移动支付存在的问题包括，个人客户规

模不足，移动支付习惯尚需培育；线上支付应用场景仍较少；线下商户移动支付建设滞后，商户收单应用系统未实现整合、推广和普及等等。

金融分析师陈凯歌认为，微信支付在客户数量和使用粘性上不能和支付宝钱包相比，但在客户发展的速度和传播上胜过支付宝，一个是广度上占优，一个是深度上占优。 应用场景化是互联网金融

发展下一个阶段的趋势，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大多数互联网金融，如电商小贷、在线理财、支付、P2P、众筹、金融服务平台、互联网货币等，都还是在传统互联网的框架内做互联网和金融的嫁接，而下一个

阶段，就需要把这种嫁接场景化，融入日常生活。 支付宝钱包和微信支付在线下打的市场的争夺，以及平安壹支付的入场，都是为了把电子钱包融入日常生活，是账号虚拟化的表现。

在如何提升客户黏性上，互联网与金融机构的路数有所不同。 第三方支付通过不断嫁接新的场景来开疆辟土，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则选择连续推出高收益产品维持“眼球”关注度。 易方达淘宝店

在去年双十一期间上线聚盈A产品，3个月期间约定年化收益6%，到期后近日再度开售，仍然保持6%的收益。珠江人寿与支付宝合作推出余额宝“用户专享权益2期”一年期万能险产品，拟在2月14日元宵

节发售，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 据悉，该保险产品之所以能够实现7%的收益，会投资于一些高收益项目，包括基建项目。 此外，支付宝与基金公司合作的特定期限的余额宝兄弟产品，据了解投资范围也

包括非公募基金。 基金业内人士表示，此前通过高收益产品，获得了很多客户，但是要想留住这些客户，就需要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产品，单纯的倒贴模式不可持续，权益类产品收益波动性太大，而复杂

的设计形式或者可以成为一个出路。

而济安金信提出，该产品与余额宝的性质不同，不能无条件的随时变现，流动性较差，而且风险水平也高于余额宝。 余额宝客户大多是资金数额较小的散户，对于流动性和便利性有较高要求，如果

锁定一年不能随时支取且保本收益率不高的话，对于该类客户来说，吸引力较小。

对决混战并存 万亿移动支付硝烟四起

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理财产品形式的演变，覆盖客户群将从屌丝扩展至“高富帅”，导致互联网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合关系复杂化，与银行的竞争从平面战转为立体战，如果以前还是通过货币基

金来抢银行的活期存款，那么，接下来抢夺的可能就是中高端客户和未来的移动支付战场了。

微信刚刚通过抢红包的春节攻势占尽风头，支付宝就按捺不住强调自己的江湖大佬地位，随即公布“支付宝成全球最大移动支付公司”。 截至2013年年底，支付宝实名制用户已近3亿，这3亿用户在

过去的一年使用支付宝完成125亿笔支付。 其中超过1亿人将主要支付场景转向支付宝钱包，完成超过27.8亿笔的手机支付，总金额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约1500亿美元）。 而2013年，Square和Paypal的移

动支付处理量总和只有约500亿美元。

暗示“我是老大”之后，阿里近日宣布全面收购高德，有意完成其移动端的布局。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步棋对于阿里未来实现移动支付与生活场景的有效整合至关重要。阿里表示，阿里集团拟以每

股美国存托股票21美元的价格，对高德公司股票进行现金收购。交易完成后，高德将成为阿里巴巴100%子公司，并融合进阿里生态体系基础上发展。由此所带来的业务及运营模式的创新，将会让中国互

联网更精彩。

业内人士分析，高德除了在地图导航上拥有超过3亿的用户，更重要的是将成为阿里在移动端不可或缺的一环。 此前阿里已投资丁丁地图、美团网、陌陌、快的打车和新浪微博等O2O相关产品，自己

还有聚划算、口碑网、淘点点等本地生活服务产品，这些尚缺乏一个有效的整合点，而最合适的莫过于地图。 阿里入股高德后，双十一线下促销，快的打车推广，高德地图均起到一定的效果。 未来高德与

上述的产品可以进行深度整合。 尽管腾讯在移动端实力雄厚，但是商业模式仍需落地。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支付将成为各领域大佬们未来交锋的重要战场，就连小米也正式加入“扫街”行动。 根据iResearch艾瑞咨询统计数据，2013年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已突破万亿，

达12197.4亿，同比增速707%。 2013年三季度移动互联网支付份额中，支付宝以78.4%处于绝对优势，拉卡拉占11.5%，财付通仅占4.2%。 艾瑞咨询认为，伴随着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线下将成为互联网巨

头、收单机构、运营商、银行等多方竞争的核心战场。

微信支付壮大之后，在移动支付端，可能会形成一场对决和混战并存的局面，阿里与腾讯两大巨头相互厮杀，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拉卡拉以及新加盟的小米则小范围内各自为阵。 平安为代表的

金融机构也火线加盟，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安付推出壹钱包，打造拥有社交、支付、金融增值等功能的移动支付平台。 阿里的冠军宝座能否保住？ 涌起的各方支付势力是否会瓦解两大巨头的“垄断”地位？

银行在活期存款保卫战之后是否会出击移动支付保卫战？ 一地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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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保卫战？ 一地悬疑。

■ 责编：侯志红 美编：王力 电话：

010－63070410 E-mail:zbs@z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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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态毕露 手机支付还是手机“扫雷”

刚过去的春节， 小小的微信红包

让很多人迅速记住了微信支付， 有业

内人士戏称，“微信AA支付+群红包=

炸金花！ ”“支付宝红包发出去基本没

人回，有点像是讨红包。而微信红包散

出去立刻被朋友抢光， 有种土豪散钱

的快感。 ” 一位体验了微信红包和支

付宝红包的用户如此评价。 根据腾讯

财付通披露的数据，除夕到初八，超过

800万用户参与了微信红包活动，超过

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 平均每人抢了

4-5个红包。 红包活动最高峰是除夕

夜， 最高峰期间的1分钟有2.5万个红

包被领取，平均每个红包在10元内。有

消息称短短几天， 微信支付绑卡用户

数从2000万已经增长过亿， 秒杀支付

宝钱包“八年抗战” 成果，而财付通有

关人士对实际绑卡用户数据不予评

论。 微信的社交红包人气完胜支付宝

红包，引得马云也不禁吐槽，微信红包

犹如 “珍珠港偷袭”“幸好春节很快

会过去” 。

但是， 一场红包大战暴露了很多

移动支付现存的问题。 以微信支付为

例，理财通的限额低，抢红包取现屡屡

延迟，类似“山寨陈光标” 是否还有很

多潜伏在微信里， 非绑卡的微信用户

红包资金如何处理等等。 每一个问题

都是摆在互联网面前的一个“地雷” ，

就看谁能插准小旗。

微信红包大战对于华夏基金确是

利好。据业内人士透露，很多微信用户

抢了红包， 就把红包里的资金购买了

理财通， 其规模可能会因此而大幅增

长。然而，如果将微信理财通与余额宝

相比， 理财通规模增长还存在一个重

要的限制：购买门槛。相较于其他渠道

的同类理财产品， 目前微信用户的理

财通购买额度依然很低， 招商银行单

笔单日限额3万元，工商银行单笔单日

1万元、单月5万元，农业银行和建设

银行的限额较高， 单日可达50万元，

而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单笔单日最高

只有5千元。

很多用户对理财通限额提出质

疑， 银行的限额是否为了防止大量资

金快速从银行卡流出。 有业内人士认

为，有了余额宝的“教训” ，银行限额

可能也是考虑防止活期存款进一步流

向互联网理财。 从银行对微信的转入

限额就能看出来， 银行还是担心微信

的支付安全，微信从属性上来看，仍是

一个社交软件， 因此有银行甚至变相

调低了微信支付额度。

的确， 移动支付的安全性尤为重

要，虚假账号、手机木马、钓鱼网站等

“并发症” 成为投资者使用手机进行

理财时最为关注的问题。

很多微信用户反映在春节抢红包

时曾收到过假红包， 跟其他红包的图

片文字一模一样， 点开后显示成功领

取802元，点“查看详情并留言” ，显示

“亲，你上当了！ ” 页面最后还提示搜

索某微信公共号。 还有微信用户听闻

陈光标派发2000万元的红包， 于是纷

纷加入“光标” 的ID入群，结果没有领

到红包反而被其借机敛财。 有人将这

些事件视为恶作剧， 然而背后却暗示

微信存在的隐性风险。“微信红包虽好

防范意识别少” 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官

方微博提醒， 用户使用手机抢红包也

可能存在被假红包钓鱼的风险，此外，

手机木马、钓鱼WIFI、假冒微信好友等

方式都有可能威胁到银行卡安全，同

时贴出了解绑微信银行卡的图解。 浙

江公安也在官方微博发帖 “如何解除

微信银行卡绑定” ， 浙江公安表示，最

近两天，因微信红包“炸开了花” 的小

伙伴们逐渐从抢红包的喜悦中平静下

来，围绕着银行卡解绑、假红包、信息

安全等的“后遗症”开始显现。

出于安全的考虑， 有些用户在抢

完红包后解除银行绑卡， 而抢到红包

却没有绑定银行卡的用户， 其红包资

金去向成了疑问。 有网友打趣道，“不

提现领取红包的人就相当于给腾讯送

了永不提现的长期存款， 腾讯摇身变

成了瑞士银行。 ”

腾讯财付通人士表示， 剩余资金

处理分两种：对于发红包的用户，假设

曾发了500元红包，只有300元被领取

了， 剩下200元会在3天之后返还其银

行卡；对于抢红包的用户，没有绑定银

行卡， 红包的钱会被放在一个虚拟账

户，永久有效，一直等到用户绑卡才能

取现。

原以为技术对于互联网巨头是最

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然而在挺进金融

的路上，“BAT” 被技术问题绊跟头也

是见怪不怪。 从百度百发上线首日页

面瘫痪， 到微信理财通上线就因瘫痪

而延迟到账， 微信红包取现又出现不

断延迟。 有网友反映，微信红包提现时

显示1月31日到账， 但是2月2日都没

到。“延迟一天到账，就成功变成了网

上银行， 管过资金的人都知道这里面

的巨大商业价值，尤其在春节期间。 ”

根据财付通公布数据， 春节期间超过

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 假设每个红包

10元，就是4亿元的资金交易量，如果

50%的红包被延迟一天支付， 沉淀资

金的每日收益大概就有数万元， 如果

10%的红包没有取现， 意味着就有

4000万元的沉淀资金。

倒贴模式不可持续 “快闪”过后残留转化疑云

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说， 拼命

“傍大腿” 无非是希望脱离银行拿到

自己的客户，因此，在互联网金融布局

时，最为在意的就是能获得多少客户，

转化率有多高？ 然而， 互联网燃放的

“烟火” 往往是短暂的，移动端用户更

是“快闪族” 。 如何留住客户，如何将

货币基金客户转化为权益类等其他理

财产品的客户， 对此很多金融机构仍

在摸索。

“红包热迅速退潮， 很多用户解

除绑卡，互联网理财退下高收益神坛，

投资者就流向其他产品， 表明移动互

联网的用户群黏性仍比较低。 ” 业内

人士认为，目前，移动支付存在的问题

包括，个人客户规模不足，移动支付习

惯尚需培育； 线上支付应用场景仍较

少；线下商户移动支付建设滞后，商户

收单应用系统未实现整合、 推广和普

及等等。

金融分析师陈凯歌认为， 微信支

付在客户数量和使用黏性上不能和支

付宝钱包相比， 但在客户发展的速度

和传播上胜过支付宝， 一个是广度上

占优，一个是深度上占优。 应用场景化

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下一个阶段的趋

势，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大多数互联网

金融，如电商小贷、在线理财、支付、

P2P、众筹、金融服务平台、互联网货币

等， 都还是在传统互联网的框架内做

互联网和金融的嫁接，而下一个阶段，

就需要把这种嫁接场景化， 融入日常

生活。 支付宝钱包和微信支付在线下

的市场争夺，以及平安壹支付的入场，

都是为了把电子钱包融入日常生活，

是账号虚拟化的表现。

在如何提升客户黏性上，互联网

与金融机构的路数有所不同。 第三方

支付通过不断嫁接新的场景来开疆

辟土，基金、保险等金融机构则选择

连续推出高收益产品维持“眼球” 关

注度。 易方达淘宝店在去年双十一期

间上线聚盈A产品，3个月期间约定

年化收益率6%， 到期后近日再度开

售，仍然保持6%的收益。 珠江人寿与

支付宝合作推出余额宝 “用户专享

权益2期” 一年期万能险产品，拟在2

月14日元宵节发售，预期年化收益率

为7%。 据悉，该保险产品之所以能够

实现7%的收益， 会投资于一些高收

益项目，包括基建项目。此外，支付宝

与基金公司合作的特定期限的余额

宝兄弟产品，据了解投资范围也包括

非公募基金。 基金业内人士表示，此

前通过高收益产品， 获得了很多客

户，但是要想留住这些客户，就需要

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产品，单纯的倒

贴模式不可持续，权益类产品收益波

动性太大，而复杂的设计形式或者可

以成为一个出路。

而济安金信提出， 该产品与余额

宝的性质不同， 不能无条件地随时变

现，流动性较差，而且风险水平也高于

余额宝。 余额宝客户大多是资金数额

较小的散户， 对于流动性和便利性有

较高要求， 如果锁定一年不能随时支

取且保本收益率不高的话， 对于该类

客户来说，吸引力较小。

互联网金融“马上”狂欢

银行尴尬应对

□

本报实习记者 刘夏村

马年春节刚过， 支付宝拟推

出的一款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

7%的产品再度让人们感慨互联

网金融的强大。而在过年期间，一

场“抢红包” 的狂欢则让微信在

短短几天时间内掌握了500万个

以上的银行账户。种种迹象表明，

互联网金融或将延期过去一年的

“凶猛成长” ，而深受其影响的传

统银行亦开始发力应对。

互联网金融“逼宫”

“现在余额宝真是深入人

心， 好多客户一提起理财第一反

应就是它。 ” 某国有大行理财经

理张玉（化名）感慨道。 事实上，

受互联网金融的影响， 已经让张

玉感受到不小的销售压力。

“余额宝、 理财通等产品收

益均是来自其对接的货币市场

基金，互联网金融跟热门社交平

台结合在一起，极大降低了客户

购买货币基金的心理障碍。 ” 东

方证券金融业分析师金麟表示，

由于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和货

币市场存在4%左右的利差，这

部分银行不愿意跟客户分享的

收益现在通过互联网基金这一

渠道迅速普及，活期存款大有被

取代之势。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市场上

类余额宝产品已经多达20余只，

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活期

存款，投资标的也是银行存款、债

券或其他货币市场工具。 据媒体

报道， 余额宝诞生半年多的时间

内， 已经有数千亿规模的银行活

期存款被互联网金融“搬家” 。分

析人士认为，2014年互联网公司

各种产品的推出对活期存款的分

流趋势将更加明显。

事实上， 存款大搬家正成为

传统银行在2014年不得不面对

的问题。近日，一位中型股份制银

行总行人士表示， 该行1月份存

款流失近500亿元， 在存款流失

的背景下，该行在制定2014年信

贷目标时不得不采取谨慎策略。

这位银行人士表示：“新增贷款

目标比2013年要少。 ”

传统银行尴尬“接招”

互联网金融已然动了传统银

行业的“奶酪” ， 而银行亦不甘

“束手就擒” ，如何在这场互联网

金融狂欢中分一份羹， 已经成为

不少银行思考的问题。

1月12日，工行电商平台“融

e购” 正式上线，标志着这家国内

最大银行加快互联网金融市场布

局。一位银行业分析人士表示，银

行建电商， 不但可以让之前的信

用卡积分客户转化成电商客户，

也可以通过电商平台提供银行的

理财、融资等服务，增加客户的黏

度。同时，银行也可以建立客户的

大数据库， 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创

新探索。

此外， 传统银行亦开始对其

理财业务进行创新， 纷纷推出

“T+0” 的理财产品来应对类余

额宝产品对存款的分流。 2013年

年底，平安银行与南方基金合作，

推出了“平安盈” ，该行客户可以

直接通过网络开立账户实现购买

该产品，资金账户并实现“T+0”

实时转出使用。另据媒体报道，交

行、工行等也与基金公司合作，推

出了相关产品， 建行也正在筹备

代销渠道T+0业务的上线。

与此同时， 面对互联网金融

的“逼宫” ， 银行亦采取措施对

“移动理财” 的转入金额进行限

制。银行的应对措施有些尴尬。媒

体曝光，银行对“移动理财” 的转

入金额进行限制。

互联网理财收益节后集体回落

赎回效率差异大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春节刚过，互联网理财产品

收益率纷纷回落，节前8%以上的

收益已然不见。 业内人士表示，

这些产品本质是货币基金，节后

资金面相对宽松，货币基金整体

收益下降，因此互联网理财产品

随之下降很正常。

节后货币基金收益普降

春节过后货币基金整体收益

率的确有所下降。 同花顺数据显

示， 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1月

30日， 货币基金整体的7日年化

收益率均值为5.7%，节后首日降

为5.53%，2月10日小幅上升至

5.58%， 收益率最高值也由年前

的7%以上降至6.5%。

其中，与微信理财通合作的

华夏财富宝货币基金，节前收益

率曾冲击8%，1月30日的7日年

化收益率7.29%， 也处于较高水

平，春节过后收益率逐渐回落，截

至2月10日，7日年化收益率降至

6.74%。 不过，华夏财富宝在各类

“宝” 中仍然收益领先。 与支付

宝余额宝合作的天弘增利宝货币

基金的收益率也出现小幅下降，

由节前的6.36%降至6.23%。

从统计数据来看，有的货币

基金春节前后收益率反差更大，

东吴货币A的7日年化收益率下

降超过4个百分点， 目前只有

2.82%， 另有多只货币基金收益

率降低超过1个百分点。 除了货

币基金，理财债基收益也纷纷跳

水，大成月添利和易方达双月利

在1月30日的7日年化收益率高

达8%，而2月10日就已经降至6%

左右。 与之相比，华夏财富宝和

天弘增利宝基金变化并不大。

T+0赎回效率差异大

余额宝、理财通、零钱宝、百

发等互联网理财产品挂钩的都是

货币基金或理财债基，而此类基

础产品收益率的下降，也必然带

来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回落。 目

前互联网理财产品彼此间收益率

相差并不大， 但是在T+0赎回效

率上却明显拉开距离。

有货币基金经理表示， 春节

前夕，往往存在提现需求，导致银

行会出现一定的资金紧张， 货币

基金其主要投向均是银行的协议

存款， 因此节前货币基金能拿到

较高的利率， 从而维持较高水平

的收益。 春节过后银行间市场资

金利率有所回落， 加上2月新股

发行很少，资金相对宽松，货币基

金的收益率会陆续回落，不过，由

于市场整体资金面偏紧， 从历史

情况来看， 货币基金收益仍会维

持在较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 互联网理财

产品规模迅速放大， 加之资金利

率回落， 可能会导致其收益率下

降得更快。

对比目前的互联网理财产

品，海通证券表示，收益方面，相

比目前市场上的无风险收益，这

些“宝宝” 们在兼具流动性的情

况下收益也甩开了无风险收益

一大截。 全部高于6.1%，相比之

下， 微信理财通的收益最高，暂

时处于领先地位； 在门槛方面，

相比货币基金通常千元起购的

门槛，所有现金管理工具的门槛

均不高于1元，微信理财通、汇添

富现金宝以及平安银行平安盈

更是低至1分。

尽管“宝宝” 互联网理财产

品均号称T+0取现，但却存在一

定差异。 据海通证券调查，到账

速度最快的是汇添富现金宝，

的确做到了分钟级别的实时到

账； 百度百赚利滚利的到账效

率为20分钟之内； 余额宝支持

中信、 招行以及部分城商行实

时到账， 对于五大行以及多家

主流商业银行均为2小时内到

账； 理财通的效率相对更低一

些，分不同时间段，其到账效率

不一， 其中最快的到账时间段

为2-4个小时；平安银行平安盈

无法给出具体到账时间， 时效

性有待考量。

移动支付已成互联网金融下一个

“兵家” 必争之地，不甘寂寞的各方诸

侯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台。 腾讯凭一招接

地气的“抢红包” 上演了一出“珍珠港

偷袭” ， 阿里按捺不住强调自己的江湖

大佬地位，全面收购高德，欲推出“余额

宝” 二号……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13

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

突破万亿，同比增长7倍。 难怪，就连小

米也杀入移动支付，平安开玩移动金融

平台。

不过，在互联网公司、金融机构、电

信运营商、手机制造商等各方混战移动

支付之际，免不了要面对一场高级“扫

雷” 。 微信抢红包大潮过后留在沙滩上

一地“痛点” ，假红包、山寨陈光标、延

迟到账，折射出移动支付爆发初期存在

的隐患，诸如安全性不足、缺乏应用场

景、用户黏性低、转化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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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移动支付痛点遭猛踩 互联网金融陷转化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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