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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二马” 情人节理财战升级

阿里腾讯产品优劣各异

□本报记者 梅俊彦

春节期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

“发红包” 大赛刚落下帷幕，元宵节

的“理财大战” 又来。 阿里“定期

宝” 以“锁定一年7%收益率、保本

保底” 打头阵，腾讯“定投宝” 旋即

以“零认申购和赎回费率” 进行回

应，硝烟味十足。

阿里“定期宝” ：

2.5%保底收益

2月8日， 支付宝页面上一款名

为“余额宝用户专享权益”（下文简

称“定期宝” ） 的产品开始接受预

约。 支付宝对此并未做大规模宣传，

但是由于其 “锁定一年7%收益率、

保本保底”的说明，马上引发了业内

的广泛关注。 不过，记者在支付宝页

面上未找到产品说明书， 客户点击

预约后会显示预约成功， 此后再无

下文。

记者发现，开放预约一日之后，

支付宝即“改口” ，产品预约页面上

将“保本保底” 改为“本金保障” 。

到了2月11日支付宝再次把预约页

面上的“本金保障” 改回“保本保底

*” ，并且对此解释为“保本保底指

保投资本金安全， 保最低2.5%年化

收益率” 。

支付宝人士通过媒体发布消

息，称8日宣布“保本保底” 时，很多

投资者误以为保7%的收益率，但事

实并非如此。 改为“本金保障” 后，

他们又漏写“保2.5%的收益率” 。为

了更加准确，最后改为“保本保底”

加注释。

据支付宝官方信息， 不同于目

前余额宝及类余额宝产品对接货币

基金，“定期宝” 实质是珠江人寿的

万能险，发行规模上限为3亿元。 必

须是余额宝用户才能购买， 而且需

要预约。

万能险跟普通保险不同的地方

在于， 购买的客户除了同传统寿险

一样获得生命保障外， 还可以直接

参与由保险公司为投保人建立的投

资账户内资金的投资活动， 将保单

的价值与保险公司独立运作的投保

人投资账户资金的业绩联系起来。

在与记者的交流中， 多位业内

人士认为“定期宝” 7%的预期收益

率很难达到。 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全保险行业实现投资收益

3658.3亿元，收益率5.04%，比上年

提高1.65个百分点，是近4年来的最

好水平。

从万能险的收益来看， 结算利

率甚至低于保险业投资收益率。 平

安保险官网数据显示， 从2013年10

月份开始，“平安个人万能保险” 、

“平安个人银行万能保险” 的年化

利率连续4个月持平于4%左右。“平

安聚富优选两全保险（万能型）” 的

年化利率则约为5%。

虽然预期一降再降， 但是投资

者对此仍表现出较大热情， 从2月8

日开始宣传至11日13时，预约“定

期宝”的客户已达148万人。

有业内人士指出，“定期宝”

预约人数这么多，很有可能是受到

了开始时7%预期收益率的影响。

相信随着更多的产品信息流出，投

资者会转为谨慎。 值得注意的是，

该人士指出，“定期宝” 与余额宝

不同，锁定期为一年，也就是说客

户一旦买下，就要在一年之后才能

赎回，客户在购买时应充分考虑流

动性问题。

腾讯“定投宝” ：

定投零费率

阿里“定期宝” 一出，腾讯也不

甘示弱， 马上宣布将发行其与银河

基金合作的“定投宝” ，发行日期与

“定期宝” 一样，均为元宵节、情人

节———2月14日。

据了解，“定投宝” 是国内首只

互联网权益类基金， 其标的物是银

河基金公司推出的“银河定投宝中

证腾安价值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 该基金的投资范围为

“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

括国内的股票、债券、权证、股指期

货、货币市场工具等。 股票投资包括

中证腾安价值100指数成分股、备选

成分股等。

该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大体

为： 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基金资产

的比例为90%至95%， 其中标的指

数成分股及其备选成分股的投资比

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90%， 且占非

现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

据银河基金官网介绍， 指数可

分两种：一种是“行情指数” ，如“上

证综指” ， 本身不太具备投资价值，

反映的是股市走势， 即所谓 “行

情” ；另一种是“投资指数” ，即指数

是由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股票组

成，是一个“精选的股票库” 。

“腾安指数” 是“投资指数” ，

主要采用“量化策略” 与“专家评

审” 相结合的方法来挑选“价值被

低估的100个优等生” 。 该指数6个

月调整一次， 调整时会把价格已经

上涨的个股剔除。 银河基金将其称

为“黑马”指数。

此外，“定投” 是该产品的特色

之一。 银河基金表示，如果基金净值

出现大幅波动， 普通投资者可能会

变得不淡定， 有的投资者很可能由

于受不了基金净值下跌的煎熬而甘

愿亏损出局。 若采用“定投” 的方

式，跌得多，在低位累积的份额就越

多，以后上涨起来可获得更高收益，

即所谓有效降低平均成本， 分散风

险，进而获取良好收益。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出现该情

况的前提是市场下跌后会回升，如

果遇上熊市难免被套。 为了吸引投

资者，腾讯“定投宝” 打出了零认申

购和赎回费率的口号。 这款产品的

优势还在于流动性较好。 数据显示，

中证腾安100价值指数自2013年5

月18日正式发布至2013年12月31

日，绝对收益率为15.87%，优于同期

上证指数的表现。

典当行里融资忙

□学军

“淘宝” 仅仅是民品典当中的一个衍生服务，

其所占份额远不及常规典当融资业务。 春节过后，

各项经济活动重上轨道，小微企业借助典当行来融

资的现象日益凸显。

北京的李先生去年底承接了十几户装修项目，

无奈公司暂时拿不出足够的资金购进原材料。 后

来，李先生找到典当行，用其名下房产作抵押，经典

当行评估后拿到了100多万元抵押金，从而如期开

始了工程的前期工作。

据典当行业内人士介绍，在银行钱紧时，中小

企业求钱“无门” 现象最为普遍，于是小微企业主

逐渐转向具有“短期融资、方便快捷” 特点的典当

行融资。据北京各大典当行数据显示：去年末以来，

中小微企业融资业务同比提高30%，而且业务特点

是房产、汽车业务平分秋色。

宝瑞通典当行一位负责人表示：“典当行适合

短期融资，放款速度快，对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来

说再合适不过。 公司房产经营中心数据显示，年末

办理业务的中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建筑装修、物流

运输等几个行业。 ”

2014年初， 一些典当行在开展黄金大促销方

便顾客“淘宝” 的同时，还推出黄金典当降息、黄

金价格提高等优惠举措，力推黄金典当业务，以迎

合小微企业春节前后用钱急、用钱频繁的需求，从

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如宝瑞通典当行

黄金典当息费6折起，老客户息费低至2.9%。同时，

黄金典当价格也有所提高，在黄金保真的情况下，

典当价格最高可达到黄金交易所报价的90%以

上， 这些优惠措施都是针对急于筹措资金的小企

业主， 便于他们在短时间内能以更低息费获得更

多资金。

“我们将息费降低30%至40%，保守估计，仅这一

项业务我们一年就将让利近千万元。 ”宝瑞通典当行

民品经营中心总经理王德强表示。 目前，在典当行寻

求融资的小微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等特点，选择黄金

等贵金属典当融资成为他们快速解决资金困难的常

用手段之一。

针对现代典当企业的发展状况， 相关监管部门

予以了肯定，认为典当融资“小额、短期、快捷、灵活”

特点突出，十分适合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虽然融

资规模仍然较小，但已成为银行主渠道的有益补充，

是民间资本合法进入融资体系的渠道， 有效促进了

民间融资的阳光化。

商务部资料显示，截至去年9月末，全国典当余

额为723.9亿元；全国共有典当企业6833家，全行业

资产总额1297.2亿元，一批具有特色服务、专业分

工、连锁经营、管理创新的品牌典当行和龙头企业，

带动了整个行业经营水平的提升。

亲子理财教育：巧投资更添好习惯

□李宝富

春节假期刚刚过去，对于家长

而言，有很多方法能够很好地利用

压岁钱， 通过帮助孩子管理压岁

钱，也能让孩子从小树立起更好的

理财观。

目前的生活是越来越红火，孩

子的压岁钱也越来越多。 科学的打

理压岁钱，是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

的一个好机会也是大考验，家长要

提早准备。 压岁钱是长辈给孩子

的，如果完全由父母支配，其实并

非明智之举，很容易让孩子产生抵

触情绪。 可能有的家长是害怕孩子

拿着钱乱花，但也应想想，毕竟他

们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些零花钱，

他们得到钱就会产生支配钱的欲

望，何况中小学生也具有自己管理

钱的能力。 但完全由孩子自己支

配，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一定程度

上会助长孩子不理智消费行为。 所

以， 父母对孩子既不能限制过度，

也不应撒手不管。 理财能力关系到

孩子一生的幸福。 教孩子不做金钱

的奴隶、学做金钱的主人，是每一

个成年人的责任。

2013年中信香卡“小小理财星

妈妈大梦想” 亲子理财大赛尘埃落

定， 共有来自全国的45对亲子档获

奖。大赛负责人介绍，本次大赛的最

终获奖选手是在139对入围全国决

赛的亲子档中通过专家评选与网络

投票的方式共同抉择出来的， 对于

亲子档选手的理财认知、能力、表现

及才艺等进行了综合考评。

关于压岁钱如何打理的问题，

一位参赛的母亲认为， 依据孩子的

年龄和家庭经济状况， 给孩子一个

自由支配的额度，由孩子自我管理。

“父母跟孩子一起商量， 一定要取

得孩子的认同，让孩子自觉执行。父

母的作用只是指导和引领， 而不是

替代，也不是单纯的监督，这样有利

于增强孩子的理财意识和能力，也

不至于时常为钱怎么花、花多少，与

孩子发生争执。 ” 香卡负责人称：

“她经济” 的时代到来赋予了母亲

新的角色和地位。 女性在家庭中起

着重要的连接性作用， 同时也肩负

着亲子财富教育的重任。

风向标

节后银行理财市场淡季不淡

□本报记者 殷鹏

春节假期过后， 银行钱紧的状

态并未因为节日气氛而终止， 无论

是国有银行还是商业银行， 假期刚

一结束便纷纷打出高收益理财产品

的促销标语。业内人士表示，面对存

款余额“拮据” 的现状，各家银行不

得不持续扩张理财规模。另外，不少

商业银行更是联合券商推出短期高

收益理财产品，业内人士提醒，投资

者购买此类产品前应详细了解保本

情况。

按照往年惯例， 春节过后是各

类理财产品的销售淡季， 收益率会

有所下调，但如今由于受到“宝类”

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冲击， 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客户有所流失， 银行只

好压缩利润以期留住客户。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 众多投资

者发现，年前的“理财神器” 余额

宝、理财通等互联网金融产品，春节

期间7日年化收益率均出现逐渐下

滑的局面。分析人士指出，春节后市

场资金需求逐渐缓解， 银行同业拆

借利率也随之回落， 互联网金融产

品的收益自然会回归到正常水平。

何为“正常水平” ，据业内人

士介绍，一般情况下，货币基金年

化收益率达到4%至5%就是合理水

平；在特定时间段，当市场资金面

偏紧时，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可能偏

高一些。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必须

注意到目前流动性宽松的局面尚

未形成。

结构性产品自登陆我国市场以

来，巨亏事件一直存在。 2008年，金

融危机让结构性理财产品损失惨

重， 之后各家商业银行都开始注重

产品的风险控制， 避免巨亏事件发

生。但在2013年，结构性产品亏损事

件或未达最高预期收益事件仍然不

少。 如2013年某股份制银行到期的

“焦点联动系列” 结构性产品绝大

多数没有达到预设的最高预期收益

率， 部分产品仅实现了最低预期收

益率—0或0.4%； 而某外资银行的

QDSN系列产品也频暴巨亏， 亏损

最惨重的达到95%之巨。

据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统

计， 本周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周均收

益率略有降低。图表显示7天和14天

两种期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出

现降低。除此之外，其他各期限理财

产品的周均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

从收益率分布来看，各期限预

期收益率最高产品属股份制商业

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7天、1个

月、6个月和12个月以上， 这四种

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的产品均被

平安银行发行的产品所占据。 其

中，湖北银行的一款紫气东来尊享

系列人民币理财计划021期理财

产品以高达6.2%的预期收益率夺

得了14天期限第一的位置， 而广

发银行的一款12个月保本浮动收

益产品以高达10.25%的预期收益

率居同期限产品的首位。

美联储进入耶伦时代

中国大妈领金价“红包”

□证金贵金属首席分析师 高宏亮

春节期间中国老百姓举家团圆，而贵金属市场

则迎来两件大事， 首先是美联储新任主席耶伦上

任，其次是最新一期非农数据的公布，而金价借助

于这两件风险事件高歌猛进，给中国大妈们带来了

新年红包。

北京时间2月7日晚间公布的美国1月份非农

就业人数增长11.3万人，低于市场此前预期的增长

18.5万人， 前值自增长7.4万人小幅上修为增长7.5

万人。 此次公布的美国非农数据为2014年第二次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疲软的非农数据说明美国经济

复苏状态不够稳定，美元进一步下跌，而金价则迎

来上涨良机， 金价自1250美元/盎司持续性上涨，

一度逼近1300美元关口， 走势基本符合证金贵金

属两周前的判断。

美联储新主席珍妮特·耶伦于美国当地时间2

月3日正式宣誓就职，接替前几年在金融市场呼风

唤雨的伯南克。 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任期为四

年，将持续到2018年2月3日，金融市场正式进入耶

伦时代。对于耶伦而言，如何维持退市步伐，以及决

定何时加息，将是她面临的最大挑战。

2月11日，在美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

证时，耶伦表示，将继续实施美联储当前的货币政

策，削减步伐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耶伦重申，即使购

债行动结束，美联储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

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见连续两个月的疲弱非农

数据未能撼动美联储稳步缩减QE的既定计划，耶

伦的讲话让市场吃下“定心丸” ，金价在其讲话之

后创出此轮反弹新高， 市场短期多头氛围未能改

变。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最新一期

持仓量报告显示，投机者持有的黄金净多头64939

手， 白银净多头为6988手， 尽管较前一周略有减

少，但较去年12月份净多头出现大幅增长，这表明

投机者对黄金、白银看多的意愿逐渐加强。

耶伦掌舵下的美联储缩减QE的进程并不会轻

易改变，CFTC持仓量方面，净多头维持高位，市场

短期多头氛围浓厚，贵金属市场迎来上涨春天。 证

金贵金属认为， 黄金有望短期内冲击1300美元关

口，若成功突破，金价将挑战1360美元，该位置为

去年黄金最后一轮下跌的起跌点。而白银则有望冲

击20.50美元/盎司的箱体上沿压力。经过两个月的

横盘低位整理后，金银价格均重新站上MA60均线

上方，这或许为未来上涨埋下伏笔。

2013年由于投资者对美联储缩减宽松政策的

预期，同时全球经济复苏，系统性风险解除，导致黄

金避险功能风光不再， 黄金去年全年跌幅达到

28%。 但时至今日，市场已经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正常化达成共识，金价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不会

那么敏感，证金贵金属建议投资者今年应更多关注

美元走向和全球股市表现。

期限

本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上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预期收益变动

（百分点）

7

天

4.03 2-5.7 5.05 4.4-5.7 -1.02

14

天

4.29 3.2-6.2 5.24 4.4-5.8 -0.95

1

月

5.16 3.8-6.15 4.45 4.2-4.7 0.71

3

月

5.61 1.4-12 5.46 1.4-6.52 0.15

6

月

5.85 3.5-6.85 5.73 3.5-6.6 0.11

12

月

5.95 3.3-10.25 4.93 2.4-6.4 1.02

12

月以上

5.92 2.2-6.95 4.70 2.2-6.3 1.22

指数名称

BHC 30

Liv-ex 100

指数点位

1052.46

254.83

月度环比

-1.53%

-0.90%

半年

-3.82%

-6.56%

年度

-5.74%

-7.77%

1

年期

-

5.39%

5

年期

-

2.86%

昊樽 30葡萄酒指数一月份整体回顾

昊樽期酒·2014 年 2 月 10 日

时间：截至

2014

年

1

月末

注：上述葡萄酒价格为 Liv-ex上记录的截至 2014年 1月末的市场价market�price，按实时汇率进行折算。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Ducru�Beaucaillou

Lafite�Rothschild

Opus�One

环比涨幅

11.89%

8.87%

4.00%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Chapelle�Ausone

Petrus

Pavillon�Rouge

环比跌幅

-16.77%

-11.30%

-8.86%

时间：截至 2014年 1月末

截至 2014 年 1 月末， 昊樽 30 指数 （BHC�30�Index） 报收于 1052.46 点，较

2013 年 12 月末点数 （1068.59 点） 下跌了 16.13 点， 环比跌幅 -1.53%。 同期，

Liv-ex100 指数报收于 254.83 点，环比下跌 -2.32 点，跌幅 -0.90%。 昊樽 30 指数

（BHC�30�Index）追踪 30 款在中国市场认知高、表现相对活跃的高端葡萄酒的价

格变化，用于观察高端品种市场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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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单位净值 累计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规模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3590 2,718,018,515.74 2,000,000,000.00

184690

基金同益

1.0463 4.3603 2,092,630,874.06 2,000,000,000.00

184691

基金景宏

0.9669 3.7719 1,933,790,136.58 2,000,000,000.00

500005

基金汉盛

1.3075 2,000,000,000.00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3,000,000,000.00

184692

基金裕隆

0.9140 2,741,860,203.06 3,000,000,000.00

184693

基金普丰

0.8197 2.9061 2,459,098,174.89 3,000,000,000.00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0.9957 3.4287 2,987,044,141.22 3,000,000,000.00

184698

基金天元

0.9711 2,913,216,692.03 3,000,000,000.0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1.4527 3.4297 4,358,249,145.34 3,000,000,000.00

184699

基金同盛

1.1806 3.3431 3,541,784,974.62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0.9874 2.9714 2,962,347,041.34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1.0656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1616 3.4996 2,323,276,475.96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0.8806 2.4521 1,761,138,748.45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1618 3,485,264,547.24 3,000,000,000.00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1.0978 3,293,408,343.39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9084 1,816,770,611.69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0.9830 3.3410 2,949,237,159.64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