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2O�传统服装企业“触网”利器

2014年是传统服装企业大举进军互联网元

年。电商快速发展并不会消灭传统品牌，相反未来

线上竞争不是纯电商品牌之争， 而是线下传统品

牌之争，预计最终优秀传统企业线上、线下销售将

各占比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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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该砸“宝”还是砸“金饭碗”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对各类互联网理财产品来说，发展道

路可能不会太顺利。 目前，多家国有大银

行总行已不批准下属各分行与各类互联

网“宝宝”所对接的货币市场基金进行协

议存款交易。 银行也纷纷加强对余额宝、

理财通等互联网“宝宝”账户充值单日限

额、单月限额等的管理。 更有银行业人士

建议，将余额宝、理财通等互联网“宝宝”

所对接的货币市场基金的银行存款纳入

一般性存款管理，而不视作同业存款。

不可否认的是， 存款利率市场化步伐

渐行渐近。 即使没有互联网“宝宝”，银行享

受多年的低成本存款和高净息差仍难以为

继。 由此可见，银行该砸的不是互联网“宝

宝”，而是自家的“金饭碗”，不能再抱有“一

亩三分地”式的思维。 在互联网金融大潮之

下，银行想要“绝地反击”，需要“自我革命”。

首先，互联网“宝宝”对银行的冲击主

要体现在争夺零售端客户和推高资金成

本。 互联网金融的优势在于平台、客户资

源和大数据等，银行优势在于资本、信用

和风控能力等。

银行业内人士坦言，推出“银行版宝

宝”对银行来说，毫无技术问题，根源在于

银行是否愿意舍弃以往多年高净息差所

带来的快速扩张和增长。 目前，多家银行

选择与旗下基金合作推出“银行版宝宝”。

除采取免手续费策略外，同以往传统的银

行系货币市场基金相比，“银行版宝宝”赎

回时间大大缩短，不少银行采用垫资方式

实现

T+0

。 在认购起点方面，银行效仿互

联网“宝宝”，大打“亲民牌”。与动辄

5

万元

起的传统的银行理财产品相比，甚至也有

“银行版宝宝”认购起点被调低至

0.01

元。

其次，互联网“宝宝”将互联网思维发

挥到极致，“全民皆宜”的起点、“

24

小时”快

捷服务，深得“草根”客户的心。 或许客户们

不需要所有银行都推出 “银行版宝宝”，需

要的是银行摒弃以往的“强势”地位。 少些

名目繁多的手续费用， 多些灵活变通的快

捷服务；少些暗藏高风险的理财产品，多些

风险透明的理财服务。（下转A02版）

制图/王力

兴润置业资金链断裂

24亿银行贷款涉险

□本报记者 周文天

浙江兴润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违约事件，发生在房地产融资收紧、房企去库存降价背景下，使这

家不知名的房企瞬间被推上风口浪尖。

18日，由奉化市政府牵头，地方银监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奉化支行、建设银行共同参加沟通协

调会，讨论兴润置业如何偿还35亿元债务问题。

15家银行卷入房企“违约风波”

奉化是个县级市，距浙江省宁波市30公里，当地人口约50万。 在奉化萧王庙街道泉溪江西侧，

高档法式别墅区“桃源府邸”项目已停工数月，因拖欠电费，工地大门已无法电动开启。售楼处大门

紧闭，地上放着一张水费催缴通知单。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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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中央对手方清算”

是守住风险底线的制度保障

读《全球风控家———中央对手方清算》一书随笔

中央对手方制度是金融市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器，是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风险底线的制度保障。 法律规定是“中央对手方” 实

现的基础。 “中央对手方” 需要跨境合作与监管协调。 “中央对手

方”和期货交易所不是必然一体。 “中央对手方” 是防范场外市场

风险的新安排。（本文作者为证监会副主席姜洋）

多只债券进“黑名单”

信用违约“连环雷”或引爆

随着“刚性兑付” 预期打破，未来可能会有更

多高风险债券或信托产品采用市场化方式处理信

用违约，这会给不断上升的风险偏好降温，但演化

成实质性的系统性风险可能性不大。

需求非标齐减速 融资成本或难降

□

本报记者 任晓

1-2月经济金融数据显示， 经济下行

压力增大，货币市场利率走低。 业内人士

认为，当前融资需求有下降趋势，1-2月金

融机构非标资产出现下降。 从全年看，非

标资产仍将保持一定增长，融资需求成为

资金面走势关键，但贷款利率或仍难降。

融资需求下降

融资需求下降，是2月以来资金面宽

松货币市场利率走低的主要原因。如果这

一趋势延续，意味着全年资金面会出现由

经济增速下行引发的“衰退性宽松” 。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

1-2月数据显示，总融资规模和信贷量不

低， 但实体经济不佳 ， 重要原因是

2008-2009年信贷大规模投放项目目前

到了集中兑付期，不少企业采取“借新还

旧” 方式还贷而非用于增加投资，因此总

融资规模没有多大变化，但实体经济投资

增速会出现一些变化。

“1月我们调研发现， 很多大银行已

将贷款利率往上浮了30%到40%，也就是

说开始提贷款利率了，因为银行目前来说

相对强势。 ” 他认为，如果经济出现提前

衰退，银行就不会上浮贷款利率，但经济

出现衰退的概率偏小。

“今年以来融资需求速度下降得非

常快。 ”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表

示，从企业调研情况看，一些现金流充裕

企业在收缩规模。（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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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煮蛋，煮茶，还是煮咖啡

国资改革春雷阵阵

民资参股盼水乳交融

近期多地国资部门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阵阵春雷”

声中，社会各界的担忧依然存在。 如果造成国资流失，改革就成了

“煮蛋”———国资是水，民资是蛋，等蛋煮熟，水却被倒掉。如果民资

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改革就成了“煮茶” ———国资是水，民资是茶

叶，待水泡出了滋味，茶叶却被扔掉。 业内人士认为，推进混合所有

制应像煮咖啡一样，国资是水，民资是咖啡豆，水开豆溶，浑然一体。

延伸阅读

A02

“小阳春”料变“倒春寒”

2月70大中城市房价继续“退烧”

A02

财经要闻

上交所：探索建立

创新业务风险监测机制

上交所发布的2013年自律监管

工作报告称， 上交所在日常工作中积

极探索建立创新业务风险监测机制，

“寓监管于服务” ，充分发挥自律管理

的作用，推动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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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观察

王建：中国如何避免

生产过剩危机

目前的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导致严重生产过剩， 所以必须通过推

进城市化和调整分配关系来开启内

需。 如果不能至迟在下半年推出庞大

的城市化投资计划， 宝贵的调整机遇

就可能丧失。对分配体制的调整，可放

到经济增长开始反弹后，再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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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新闻

三压力

欲翻2000点多空底牌

缩量格局显示出资金参与度较

低。 经济下行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房

地产风险的逐步暴露，给市场进一步

施加压力。短期大盘可能难以突破压

力位以及回补缺口。

■

今日视点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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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楼市再调查

投资客深度套牢 库存压顶消化难

争议互联网金融

盛松成：余额宝投资银行存款

应受存款准备金管理

天弘基金：

余额宝申购赎回不受影响

第三方支付回应央行拟加强监管称

支付宝理财通用户不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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