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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

美元理财产品急速升温

□本报记者 殷鹏

近日人民币兑美元连续下跌，

令美元理财产品急速升温。 对比一

年前， 当前美元理财产品平均预期

收益率不只翻了一番。同样投资1万

美元买入一年期产品， 今年买入的

投资者可比去年初买入的投资者多

获得290美元的收益。 尽管如此，美

元理财产品并非人人都适合。

有理财师表示， 外币理财存在

汇率风险， 在收益没有显著高于人

民币理财产品时， 不建议普通投资

者参与。从中长线来看，对个人投资

者来说， 人民币理财产品是最合适

的投资品种。 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已接近均衡， 直接投资人民币不

需要承担汇率风险。 人民币理财收

益率大多在4%以上，部分银行的产

品甚至达到了6%，远高于美元理财

产品的普通收益率。

目前， 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呈

现量价齐跌态势。按照往年经验，理

财产品收益率在春节后会出现一定

幅度的下跌， 但收益率仍处于较高

水平。业内人士预测，随着利率市场

化逐步推进和互联网金融持续走

热，必然会给银行带来生存压力，预

计今年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在5%

至6%的水平将成为常态，高收益率

产品将层出不穷。 近日央行在时隔

八个月后重启正回购， 显示出央行

维持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中性偏紧的

货币政策。 作为向普通投资者提供

现金管理、余额理财的投资工具，货

币基金不失为上佳选择。 但在选择

具体的货币基金时， 建议投资者不

要过度着眼于最近七日年化收益率

指标，而应对其进行全面考察。

微信理财通的7日年化收益率

已经一口气连降20天， 至6.2%附

近；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也从春节

前6.4%回落到6.1%附近。 与之相

反，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逐级

走高。 货币基金标的投资产品收益

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春节后资金

面宽松，银行间拆借利率持续走低。

但央行持续正回购正在发挥作用，

估计到3月下旬银行一季度考核时，

互联网金融预期收益率会出现一定

幅度上涨。 2月末，手中有闲置资金

的投资者， 可重点关注大型城商行

以及股份制银行发行的高收益理财

产品；3月下旬银行季末考核时点，

投资者可重点配置部分期限较长的

理财产品以锁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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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率继续降低。 图表显示7天和1个

月两种期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

略有升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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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下跌， 其中14天期限理财产品的

周均收益率跌幅最大。 从收益率分

布来看，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

品属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

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7天、14天和12

个月， 这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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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建设银行的一款产品以高

达5.2%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个月

期限第一的位置， 而招商银行的一

款6月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高达

12%的预期收益率居同期限产品的

首位。

银行理财门槛降至

1

万元属误解

□学军

近日平安银行发行的1万元

起购的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引

发市场关注，多家媒体报道银行理

财产品的投资门槛由5万元降至1

万元。 银率网分析师指出，平安银

行的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并非

银行理财产品，因此银行理财产品

门槛降至1万元属误解。

近日有媒体报道，平安银行发

行了首款起始投资金额为1万元的

保本理财产品———金橙养老保障

管理产品，预计年化收益率根据投

资期限不同从6.4%到6.8%不等。

近期银监会并未下发关于银

行理财产品降低门槛的相关规定，

缘何平安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可以1万元起购？ 实质上该产品的

管理人是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平安银行是该产品的代销机

构。 由于资产管理者并非平安银

行，因此该系列理财产品不能被定

义为银行理财产品。

在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表明平

安银行的理财经理并未明确指出

该产品是该行代销的理财产品。相

信很多投资者并未仔细阅读产品

说明书等信息，就误以为是银行理

财产品而进行了投资。

由于银行不仅发售自己的理

财产品， 还代销其他机构的理财

产品。 很多时候，投资者没有了解

清楚产品是否为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的收益类型、 风险等级等基

本情况，就盲目投资。 而银行理财

经理为完成销售业绩， 往往会避

重就轻， 高调宣传产品收益高等

优势而回避风险， 导致投资者购

买到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

的理财产品。

银率网2013年度360°调查

报告结果显示， 在2013年购买过

银行理财产品的受访者中，72%的

受访者遇到过不同程度的理财产

品销售误导，将银行代销的产品当

银行自家产品销售是发生最频繁

的误导情况。 因此，投资者在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之前，需要认真阅读

产品说明书，关注产品的投资管理

人、产品收益类型、风险等级、收益

计算方法等基本信息。

泰康人寿测试“社交险”

微信成保险销售新平台

□本报实习记者 李超

2月28日，泰康人寿推出的“社交保险” 上线，成

为保险业内先行尝试通过“微信互助”方式售卖产品

的案例。泰康人寿试图以这款产品突破传统保险的收

费和承保方式，通过微信朋友圈建立传播链条。 业内

预期， 随着更多保险公司对产品销路探索的推进，微

信有望成为保险销售的新平台。

2月20日，泰康人寿开始对一款新的保险产品通

过腾讯微信朋友圈进行内测。 通过与微信支付合作，

一元钱“为朋友买保险”成为新的保险售卖方式。 泰

康人寿在微信平台发起的“微互助” 活动中，用户可

以支付1元钱购买一款1000元保额的短期防癌保险

产品，同时可以通过转发到朋友圈，令微信社交网络

的朋友来协助增加保额，以示“关爱” ，“小伙伴” 最

高可以帮忙追加到10万元保额。

业内人士认为，“求关爱” 表明泰康人寿开始对

保险产品社交化进行尝试，其中最明显的创新之处在

于“求关爱” 的社交意义———社交“圈子” 内的朋友

每支付1元，就可以帮助投保人提升1000元保额。

泰康人寿方面表示，“求关爱” 的最大特点在于

贴近了移动互联时代保险产品的社交化属性后，是根

据微信这一平台“量身定制” 而成的，能够带动保险

回归互助的本质。

业内人士认为，社交传播成为保险公司产品销售

新选项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泰康只是开始。 与此前

的互联网渠道销售产品的宣传重点不同，“微互助”

附加的社交属性，是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关键。

此类“微互助” 保险产品与众筹保险有相似之

处，即贴近私人、团队定制化的概念。泰康人寿方面表

示，这款产品并不算众筹，不具备众筹的基本特征。产

品的出发点只是大家一起来投入基金，相当于做了一

个风险池。 一旦出险，就由这个基金来赔付。

有业界人士表示，社交渠道的保险销售更多会侧

重在保障型保险，因保障保险保费较低，且条款简单。

泰康人寿方面坦承，此次通过微信进行销售的防癌保

险产品，并不是一个很好做的案例，选择该产品的初

衷是希望能够实现“互助”的保险本质。

业内人士认为，以微信和微信支付的发展态势来

看，出现“微互助”类型的保险产品并不奇怪。可以预

期，随着更多保险公司对产品销路探索的推进，微信

有望成为保险销售的新平台。

中信建投分析师认为，“微互助” 产品的利润率

并不高，主要目的是打通线上销售渠道，以后可以通

过该渠道销售更多产品。产品互联网化将帮助保险公

司在市场上占有更多的主动权。如果能够把传统保险

业和互联网新技术结合起来，将会给保险业带来新的

增长动力和空间。在此背景下，创新较快的公司，可能

会更快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碰到的瓶颈。

美联储缩减步伐不减

金价上涨格局被打破

□证金贵金属首席分析师 高宏亮

进入2月最后一周，尽管美国经济数据仍然疲软，

但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多位官员表态，将按现有步伐缩

减QE，金价结束了三周以来的上行态势，在1350美

元附近遭遇获利盘打压，短期下降格局初见雏形。

当前美联储最紧迫的问题，无疑是以何种方式在

不扰乱脆弱经济复苏的情况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

策。 去年12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开启了缩减QE

的阀门，今年第一次利率决议，美联储延续缩减步伐。

尽管近段时间以来受暴风雪影响，美国各项经济数据

疲弱不堪，但从近期诸多美联储官员表态看，3月利率

决议，美联储将继续维持当前的缩减步伐。 耶伦本周

表示，将在2014年秋季某个时间点结束购买资产，但

美联储不需要，也无意于快速缩减资产组合，这降低

了美联储未来快速缩减QE的可能性。

在美联储正常缩减QE的大背景下， 预计美元将

逐渐走强，这会在中长期给金价造成压力，证金贵金

属认为金价牛市尚需时日。

截至目前已缩减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 当前美

联储最紧迫的问题无疑是以何种方式在不扰乱脆弱

经济复苏的情况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由于现在

距离美联储失业率和通胀的前瞻指引目标仍有距离

（不排除未来两次议息会议上会下修前瞻指引），预

计今年上半年耶伦继续维持其宽松政策的观点不会

有太大变化。

当前市场另一个焦点在乌克兰方面。 该国政治危

机刚刚得到初步化解后，经济层面的麻烦接踵而至，并

可能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全球投资者造成困

扰。 乌克兰本国货币自本月初该国政治局势恶化以来

就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该国

已付出了外汇储备大幅缩水的代价， 这意味着该国的

金融市场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这令市场避险情

绪浓厚，给金价带来一定支撑。若未来乌克兰政治经济

局势进一步恶化，极有可能重蹈欧债危机的覆辙。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于2月21日发

布的报告显示， 投机者持有的黄金净多头大幅增加

13430手，为净多头84631手，投机者持有的白银净多

头增加10901手，为净多头23535手，投机者连续多个

星期大举增加黄金白银头寸， 推动了金银价格的上

涨，短期来说已经积累大量获利盘，投资者需警惕后

市投机者获利了结给市场带来的抛压。

从技术面看，本周金价高位回落，短期上涨格局

已被打破，以长上影线报收，金价进入回调期。近期金

价有望进一步回落，10日均线在1327美元支撑金价，

若该位置下破，金价将考验1300美元附近的支撑。 证

金贵金属建议投资者可在1300美元布局黄金中期多

单，不建议投资者盲目抄底。 白银中期建仓点建议在

4050元附近，该位置是前两个月白银箱体的上沿，目

前转化为中期重要支撑。

互联网“宝宝” 惹争议 草根力挺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风光无限的互联网 “宝宝” 迎

来一场接一场的论战，先是“取缔

余额宝” ， 随后又传出互联网金融

监管政策即将出台， 并可能导致互

联网“宝宝”高收益率走低等。无论

如何，互联网“宝宝” 仍旧获得了草

根阶层的力挺。 一些普通投资者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未来仍将持续

关注并投资“宝宝” ，同时希望“宝

宝” 的安全性提高、信息披露更加

透明。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展

示出了巨大潜力， 同时对传统金融

行业带来“鲶鱼效应” ，被纳入监管

体系属情理之中。

“宝宝”被推上风口浪尖

近期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

金融产品被推上风口浪尖， 甚至被

人认为， 余额宝的出现给银行带来

巨大冲击， 冲击了中国全社会的融

资成本，冲击了中国的经济安全。

随后支付宝方面则 “卖萌” 回

应：“老师的意思是余额宝让银行

少赚钱了，银行很辛苦活得不容易。

老师您能别逗了吗？ 我查了一下，

2013年上半年，16家国内上市银行

净利润总额达6191.7亿元人民币，

全年起码能翻一番吧？ 这还不包括

其他非上市银行。 看到这里我抚摸

着胸前的红领巾，放心了。 ”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直言，对于互联网各种“宝” 不能

对其“一棒子打死” ，而且其能迅

速壮大就证明有强大的客户群支

撑。 他强调，互联网各种“宝” 的规

模迅速扩大，对于实体经济、中小

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的确带来一定

程度的上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

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银行融资

成本升高了， 但事情的起源不能怪

余额宝。在制度上，管制利率和协议

存款利率之间存在无风险套利空

间。如果充分市场化，老百姓本来就

应该得到更高的利率。 只是现在用

余额宝这种方式， 使老百姓得到了

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 ” 他说，余

额宝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鲶鱼效

应” ， 改变不合理的融资制度的效

果初显，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如果银

行利率市场化，余额宝的“套利” 空

间也就消失了。

草根力挺理财神器

而草根阶层更是力挺“理财神

器” ， 某门户网站的网络调查数据

显示，超过九成的网友“力挺” 余额

宝，并有八成网友表示，将加大对余

额宝等货币基金的投资。

被誉为“草根理财必备” 、“屌

丝理财神器” 的互联网“宝宝” 在

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数据显示，1月

货币基金规模已达9532.42亿元，环

比增幅高达27%，逼近万亿元大关。

与此同时，作为代表的余额宝，其用

户数已经达到8100万个。 今年1月

中旬， 余额宝规模为2500亿元时，

用户数超4900万个，人均持有金额

约为5100元。 若以当时人均持有额

粗略计算， 目前余额宝规模可能已

经超过4100亿元。 而且，从2013年

12月26日开始，至今七日年化收益

保持在6%以上。

一位热衷于投资互联网 “宝

宝”的网友更是直言，“不知道大家

都把多少零钱放入各种 ‘宝宝’ 里

面， 我发现各种宝宝的短期收益率

时时都在变动，所以要时时关注，哪

个收益高了，我就转过去了，来回倒

腾着！ 赚取更多的蚊子腿。 ”

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王立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在女儿的带动下，

我和孩子的妈妈开始关注余额宝、

理财通等， 只要能给我带来收益的

就是好东西。 银行理财产品我们也

会去买，但是理财产品的起点是5万

元，而对于余额宝，100块钱也可以

投进去。 ”

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首席

战略官舒明感叹余额宝的巨大成

功，“这是我们并未预料到的。 ” 他

表示，“小微金服推出余额宝的初

衷只是想给大家放在支付宝里的

钱提供一种合理合法且稳定的收

益。 我们没有想到余额宝的出现受

到了这么多用户的欢迎，特别是让

以前很难享受到理财服务的草根

人群能够零门槛、低成本地享受适

合自己的金融服务，成为一项普惠

金融服务。 ”

监管升级大势所趋

火热的“宝宝” 终究还是引来

了市场对于其风险的担忧， 近期监

管层召开小范围的机构闭门会议并

多次提示了货币基金的风险。 业内

人士普遍预计， 互联网金融监管政

策呼之欲出， 而未来我国货币基金

市场的监管标准或趋于严格， 投资

的约束将趋紧。据了解，在美国货币

基金市场发展40多年的历史中，美

国对货币基金的监管标准曾多次提

高，亦远高于我国。

瑞银证券最新报告认为， 互联

网金融产品未来是否能够持续保持

现在的强势增长势头有待观察。 尤

其是去年底以来， 随着美国开始逐

步退出量化宽松， 国内流动性随之

紧缩， 银行同业存款收益率开始上

升， 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也一举跃

升至6%以上，最高时甚至接近7%。

不过随着央行通过逆回购等手段向

市场释放流动性， 市场资金紧张程

度得以缓解， 余额宝的收益率逐渐

下行。从长远来看，余额宝收益水平

取决于很多因素， 无论是国际市场

的资金流动， 还是国内的货币调控

政策都充满变数，余额宝6%以上的

收益率水平并非常态。

业内人士提醒“草根” 投资者，

货币基金主要是一种现金管理工

具， 流动性好、 安全系数高是其特

点， 因此在挑选货币基金产品时除

了收益率，安全性、使用便捷性也是

需要考虑的变量。与此同时，货币基

金不等同于存款，也存在投资风险。

CFP图片

期限

本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上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预期收益变动

7

天

3.91 2-5.4 3.88 2-5.5 0.03

14

天

3.40 3.1-4 4.42 3.2-5.8 -1.02

1

月

4.30 1.8-5.2 3.79 1.1-6.5 0.51

3

月

5.53 2.0-10.0 5.60 1.0-13.0 -0.07

6

月

5.71 3.1-12 5.89 2.6-15 -0.18

12

月

5.81 3.3-6.65 5.81 2.4-10.25 0.00

12

月以上

5.50 1.7-7.4 5.71 2.2-8 -0.20

期限

预期收益率

（%）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投资方式

7

天

5.4

平安财富

-

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2

年

6

期人民币理

财产品

(

认购期

:2014

年

2

月

26

日—

2

月

27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4

天

4

平安财富

-

双周利

(

保本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2

年

1

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

认购期

:2014

年

2

月

26

日—

2014

年

2

月

27

日

)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

月

5.2

建行苏州分行自动理财账户业务

2014

年第

36

期 建设银行 非保本浮动

3

月

10

焦点联动系列之黄金表现联动

(

黄金期末双向连续型带

触碰条款

)

理财计划

(

代码

:104291)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

6

月

12

焦点联动系列之黄金表现联动

(

黄金期末双向连续型带

触碰条款

)

理财计划

(

代码

:104292)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

12

月

6.65

平安养老金橙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封闭型第

7

号组合第

5

期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2

月以上

7.4

“库区创收

74

号

(

第

2

期

)

”人民币理财产品

(20

万元

(

含

)

以上

)

三峡银行 非保本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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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1 2,586,198,074.24 2,000,000,000.00

184690

基金同益

1.0201 4.3341 2,040,219,284.49 2,000,000,000.00

184691

基金景宏

0.9134 3.7184 1,826,739,952.86 2,000,000,000.00

500005

基金汉盛

1.2549 2,509,786,516.92 2,000,000,000.00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1.1889 3,566,700,808.50 3,000,000,000.00

184692

基金裕隆

0.8744 4.1904 2,623,236,177.61 3,000,000,000.00

184693

基金普丰

0.7915 2.8779 2,374,553,452.48 3,000,000,000.00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0.9570 3.3900 2,870,904,246.27 3,000,000,000.00

184698

基金天元

0.9396 2,818,683,009.16 3,000,000,000.0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1.3784 3.3554 4,135,098,722.86 3,000,000,000.00

184699

基金同盛

1.1034 3.2659 3,310,172,801.09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0.9365 2.9205 2,809,400,560.62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1.0170 3,051,031,122.86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1220 3.4600 2,243,984,953.62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0.8595 2.4310 1,718,984,778.55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1138 3,341,501,712.20 3,000,000,000.00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1.0290 3,086,953,254.80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8944 1,788,750,029.32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0.9450 3.3030 2,835,818,643.20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