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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重珊瑚成投资收藏新宠

□宝富

去年， 北京隆荣国际秋拍中一件

“当代珊瑚观音摆件” 以13.75万成

交， 当代珊瑚的价格上涨再次得到印

证。 专家表示， 红珊瑚的价格已经到

达一定的高位，但未来还有上涨空间。

日前， 北京菜百公司的珊瑚文化

馆正式亮相， 消费者在这里可以一饱

眼福：不仅能欣赏各种珊瑚首饰，还能

近距离接触价值超过3千万元、亚洲罕

见的大型原枝珊瑚树。 作为未经抛光

处理的天然珊瑚， 原枝珊瑚展现出了

原生态之美， 而这棵特大型原枝珊瑚

树更是堪称稀世珍宝。

红珊瑚有着“宝石中唯一有生命

的千年灵物” 的美誉，业内人士认可

的色彩范围主要分成AKA、MOMO、

天使面、粉白、白色等多个等级，其中

呈深红色的AKA级别最高。 红珊瑚的

产地主要有我国台湾、日本和意大利，

多被制成戒面、 挂件、 手串和随行雕

件。 不同级别的红珊瑚之间价格差异

很大， 普通级的每克从几十元到几百

元不等，MOMO级的每克在两千元左

右，而AKA级每克需五六千元，顶级

的牛血红AKA每克价格超过万元。 红

珊瑚成品一般按件计价， 价格上万元

甚至二三十万的都十分常见。

千年珊瑚万年红， 是业内人士常

提到的一句话。 红珊瑚生长时间十分

漫长，10年才能长高一厘米，对生长环

境要求极高，必须是低光照、静止而清

澈的水域， 而日益严重的海水污染已

导致珊瑚大面积死亡。近年来，随着社

会各界收藏热情的高涨， 使得本来已

经十分稀缺的红珊瑚资源加速枯竭。

最近十年，红珊瑚价格以每年30%

的幅度上涨，专家表示，虽然现在已经

到达一定的价格高位，但未来仍有上涨

空间。 首先，红珊瑚本身价值很高，且产

量极其稀少；其次，目前红珊瑚的价值

还没有完全被社会各界认识。 投资者和

收藏家喜欢追求珍品，与普通珊瑚制品

相比，精品活枝摆件的升值空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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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潮流

投保看台

银行宝宝类理财初战告捷

传统型产品竞争力仍待加强

□本报记者 高改芳

余额宝4月18日的七日年化收益

率已跌至5.253%。同一天，兴业银行和

兴业全球基金合作的“掌柜钱包” 七

日年化收益率为5.938%， 兴业银行和

大成基金合作的“兴业宝” 更是达到

了6.056%，排在同类产品首位。虽然差

别不大，但从中可以看出银行类“宝

宝”对互联网金融产品实现了反超。

如果把银行强大的资源利用起来，

银行理财产品的确比互联网金融产品

更有优势。 但投资者在关注理财产品

的收益率和流动性的同时， 要算清实

际到期收益。在这方面，很多银行理财

产品并没有明确的信息披露， 银行传

统型理财产品的竞争力仍待加强。

银行打响阻击战

兴业银行银银平台余额理财产

品 “掌柜钱包” 3月10日正式对外推

广。 兴业银行有关人士称，这是目前

业内唯一具有银行信用背景的余额

理财产品。 在余额宝跌到5点多的收

益率时， 掌柜钱包的收益率依旧为

6.39%。 而且赎回资金瞬间到账，1分

钱起购。

据了解，“掌柜钱包” 背后挂钩

的是兴全添利宝这只货币市场基金，

与第三方支付公司被银行设置转账

上限不同，因为“出身” 银行，兴业

“掌柜钱包” 不设转入限制，银联支

付银行转入金额也高达几百万元，转

出金额上限为3000万元，这是目前业

内最高赎回上限。 业内人士认为，相

比很多“宝宝” 单日产品总赎回只有

500万元， 掌柜钱包的客户可享受每

日3000万元的赎回额度。

实际上，高居新浪“互联网理财

基金宝投资” 排行榜榜首的是“兴业

宝” 。 “兴业宝” 是兴业银行与基金

公司合作推出的余额理财服务，第一

期合作伙伴为大成基金。 1分钱起购，

转入支取无费用，支取实时转入客户

的兴业银行账户， 收益按日结转，按

日支付。

业内人士分析， 兴业银行的这些

余额类理财产品， 因为是银行系的货

币市场基金， 从银行拿到高息协议存

款应该会有些便利。 所以收益率会高

于互联网公司的同类产品。 而余额类

理财产品竞争的两大关键指标是流动

性和收益率。 所以投资者在关注收益

率的同时， 要注意其赎回是否能做到

实时到账，尤其是在月末、季末这些资

金紧张的时点。

实际收益率“打折”

除了上述余额类理财产品，银行

滚动推出的低风险、传统型理财产品

也备受投资者青睐。 但在购买此类产

品时，大多数投资者只看期限和收益

率两大指标。 而到期之后，是否达到

预期收益率，很多投资者并不十分清

楚。 尤其是一年以下的理财产品，这

种情况就更多见。

理财专家建议， 因为有募集期和

到账期， 此类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可

能远达不到银行宣称的收益水平。 所

以要仔细考评每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最

终收益率，并以此指导未来的投资。

因为惧怕风险， 上海的张女士一

直把闲钱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今

年1月，张女士购买了招商银行一款理

财产品，期限70天，预期最高到期年化

收益率为6.30%，同期四大行的理财产

品收益率大多不到6%。

今年3月19日，张女士收到现金分

红604元和本金5万元。 而每到这个时

候，张女士根本顾不上计算收益率，而

是忙着算计下一步该买啥。 这时，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达不到预期的新闻见

诸报端， 张女士才想起给自己的产品

算笔账。 张女士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是

604/50000*365/70*100% =6.30% ，

达到了预期收益率。 但是如果算上长

达5天的募集期，以及到期后两天才能

到账的时间，实际收益率达不到6.3%。

莫为小利忙转账

据普益财富统计， 今年3月到期

银行理财产品共计4433款，其中公布

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有2979款。 公布

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中， 有7款未实

现预期最高收益率。

工行客户经理介绍，不能仅凭预

期最高收益率就决定购买或者不买

一款理财产品。例如，该行“挂钩黄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 虽然属于保

本浮动收益型产品，风险很低，且预

期最高收益率为5.4%。 但该产品有几

个限制条件：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标

的始终保持在边界水平之下，则到期

收益率为5.4%；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

标的曾经高于或者等于边界水平，则

到期收益率为1.30%。也就是说，这是

一款看跌黄金的产品，如果在观察期

内不巧黄金上涨了，那么收益率就要

打折扣。

“虽然工行设定的指标比较安

全， 但该产品在历史上的确有两次没

有达到预期最高收益。 ”客户经理说。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普益财富统计中显示的未达预期最

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大多都是这类

有条件限制的产品。 虽然没有达到最

高收益率，但本金和最低收益都有保

证，应属于正常范围。

某银行理财师认为，只有在银行

的理财产品多次、大面积出现实际收

益率达不到预期的情况，才能说银行

在产品设计中可能存在问题。 他建

议，投资者最好不要购买期限过短的

理财产品，例如1个月左右的。 因为从

募集到最后到期资金到账， 起码有4

天资金是作为活期存款存在账上的。

频繁购买此类短期产品，投资者的实

际收益肯定不高。 如果再没有合适的

产品后续对接，“最后的实际收益很

可能和定期存款差不多，甚至比不上

定期存款。 ”该人士称。

相矛盾的是，银行推出高收益的

理财产品，通常期限较短。 “所以，不

要为了追求零点几个点的收益而增

加交易成本。 ”该理财师说。

人民币理财收益率明显下跌

□本报记者 殷鹏

1月，人民币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

达到近几年来的峰值， 但这是一个明

显的拐点———在随后的2月和3月，理

财产品预期收益向下调整的迹象逐渐

明显。分期限结构来看，除了投资期在

一年以上的产品收益率保持一如既往

的增长势头， 其他各期限理财产品的

收益率增速都有减缓迹象， 这一现象

说明理财产品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的收

益率“大爆发” 从今年开始逐渐冷却。

京 东 金 融 首 页 触 目 惊 心 的

“8.8%” 吸引了不少投资者的眼球，这

款超级理财产品主打定期理财，对接的

是“国泰安康养老定期支付混合型基

金” 。用户认购起点为100元，单个用户

认购无上限， 此次产品募集规模仅10

亿元。 但是和一般“宝宝”们的年化收

益率不同， 此款理财产品的8.8%代表

的是现金支付比率，即在每季度最后一

个月的20日， 以8.8%年化向投资者支

付现金。 但是，如果基金的收益率不足

8.8%， 其支付的现金中就会包含了用

户的本金， 资产本金就会越来越少，直

至资产消耗殆尽。 因此，只有当基金的

收益率超过8.8%， 才能保证本金的完

整。 这显然与其他“宝宝”产品的“保

本收息” 有很大区别，风险系数较高。

去年，在余额宝的搅动下，理财市

场可谓是大放异彩。互联网金融的各种

“宝” 类产品以其方便、门槛低的优势

迅速占领了市场份额。 新的一年，面对

众多的理财产品，投资者不妨尝试一下

混搭路线，进行分散投资，把鸡蛋放进

不同的篮子，让风险低一点。 理财讲求

“混搭” ，也讲求适度，并非选择的理财

产品越多，收益就越好、风险就越低。过

多选择反而会分散投资者的注意力，从

而投入大量精力，效果适得其反。

欧元近段时间成了全球最强势的

货币， 尽管市场传闻欧洲央行将采取

宽松措施， 但是欧元汇率不仅没有受

挫，反而“升升不息” 。 从去年7月至

今， 欧元对人民币已累计升值约8%。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 去年收益率

不足3%的欧元理财产品，近期已有部

分涨至5%以上，手中持有相关货币的

投资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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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

下降。 7天期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略

有增加， 其它各期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

益率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1个月期限

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跌幅最大， 较上

周降低了2.31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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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

银行。3个月和6个月，这两种期限预期收

益率最高的产品均被招商银行的产品

所占据，14天期限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

率最高达到3.2%。 而浦发银行的一款产

品以5.75%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个月

期限产品第一的位置，包商银行的一款

12个月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6.5%的

预期收益率居同期限产品的首位。

黄金遭遇“大劫案”

未来走势转悲观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 严京

4月15日注定是一场黄金“大劫案” ，在黄

金暴跌一周年之际， 本来金价的下跌只是小幅

度的回调，投资者却如同惊弓之鸟。 在恐慌情绪

的主导下，金银价格再次上演暴跌行情。 美国经

济数据大幅向好是诱发大跌的重要因素，黄金、

白银在失去了技术面上涨支撑后， 在基本面上

也失去了利好因素刺激，导致魔咒再次应验。

美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是拉动贵金属价

格上涨的动力， 而美经济回暖已逐步呈现在大

家面前。 在此背景下， 贵金属市场很难重回牛

市。 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上升，且升幅高于预期，但通胀压力依然

温和，接近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也与最近公布

的零售销售、 就业、 工业品订单等数据相互验

证，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在二季度将加速复苏。

而美联储对于何时结束QE政策解释含

糊，反复扰动投资者神经，贵金属后市走势需

关注美联储动作。广受瞩目的耶伦在纽约经济

俱乐部的第二场讲话并未给行情带来明确指

引，耶伦一方面谨慎地表述了对经济的乐观看

法，另一方面又吸取了此前在3月政策新闻发

布会上“失言” 的教训，在具体的政策时间点

问题上避而不语。 整体来看，耶伦的言论和最

近美联储的鸽派基调基本一致，使得贵金属价

格暂时获得喘息契机。

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报告预计，中国2014

年黄金需求将降温，最多持平于去年，这加剧

了市场的恐慌情绪。 相关行业数据显示，中国

企业的融资协议可能已经锁定最多1000吨黄

金，意味着由于信贷环境收紧，进口黄金的很

大一部分被用于融资而非满足消费需求。 近期

中国打压利用大宗商品进行融资行为，可能将

这部分库存释放，并冲击中国的黄金进口。 中

国的进口需求是近期支撑金价的一大原因。

乌克兰局势有升温趋势。 有外媒报道称，插

有俄罗斯国旗的装甲运兵车进入乌克兰东部城

市Slaviansk，而在此前乌克兰军队猛攻乌克兰

东部城市Kramatorsk的飞机场。 这些消息令市

场避险情绪升温，贵金属作为良好的避险工具，

在地缘局势紧张时，其避险效应将被放大。

证金贵金属认为，近期金价多次尝试上破阻

力，但均无果而终，现已转而向下寻求支撑。从近

期一系列较为喜人的经济数据来看，美国经济似

已迈入春天；乌克兰局势有激化的可能性，或能

限制金价跌幅；在风险因素影响下，黄金的保值

避险因素淡化，工业需求端难获助力，对金价整

体维持偏空判断。 白银方面，由于美国楼市复苏

乏力，经济复苏力度不如去年，使得白银的下跌

不是那么猛烈，未来缓慢下跌的可能性较大。

国内常见车型零整比首公布

车险探索精细化定价

□本报实习记者 李超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汽车维修协会日前

联合发布国内常见车型“零整比”系数，首次披

露18种常见车型的“整车配件零整比”和“50项

易损配件零整比”两项系数。 两家协会表示，发

布研究成果的目的之一，是为保险、汽车维修两

个行业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专家认为，在对

多方调研得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车险定

价未来有望更加精细化，消费者可因此获益。

“零整比”系数是指配件与整车销售价格

的比值，即市场上车辆全部零配件的价格之和

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值，而“50项易损配件零

整比” 系数是指被选取的目标车型在理赔事

故中出险数量占比、赔付金额占比具有代表性

的50大项配件价格之和与整车销售价格的比

值。 零整比系数高意味着修车成本高，而修车

成本未来将直接影响到车险价格。

在两家协会发布的18款车型中，整车零整

比系数最高的是北京奔驰C级W204，系数约为

1273%；最低的是北京现代伊兰特悦动，系数

约为272%。 这意味着系数为1273%的车型，如

果更换所有配件，所花的费用可以购买12辆新

车。 若以“50项易损配件零整比”系数衡量，18

款车型中最高的是北京奔驰C级W204，系数约

为223%； 最低的是上海大众朗逸， 系数约为

77%。 分析人士指出， 整车零整比系数高达

1273%并不合理，国外通常在300%左右。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人士表示，车险在赔付中

分为车辆损失、物质损失和人伤损失，其中人伤约

占1/3，车辆损失约占2/3。车辆损失包括配件和维

修工时，配件在车损中大约占55%至60%，赔付

率和综合成本率的高低与否跟上述因素都有关

系。 通过研究零整比系数，可以促进不同车型的

赔付更加透明化，同时对赔付成本提供参考。

预测数据显示，到2015年，中国的汽车售

后市场规模将达到7000亿元， 而保险业车险

综合成本率已高达100.72%。 车险成本的上

升，主要受汽车零配件价格、维修成本、人身损

害赔偿标准等外部因素的推动。三大财险公司

2013年报显示，受综合成本率上升的影响，人

保财险的车险承保利润从2012年的45亿元下

降至31亿元，平安产险从27亿元降至15亿元，

太保产险从12亿元下降至1亿元。

从国外经验来看，零整比系数是影响车险

定价的因子之一。资料显示，在英国，新车购置

价格、零配件价格以及车辆的安全性能、易维

修性等众多因素来共同构成车型费率厘定因

素。 精细化、个性化的车险定价是国际发展趋

势，但在中国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

随着金融知识的不断普及， 社会公众的理

财意识越来越强， 普遍愿意购买较高收益的理

财产品。但由于工作生活节奏紧张，人们往往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 精力在银行间划转资金优选

“理财” ，致使他们在理财产品的购买上望而却

步。 对此，为解决客户往返银行花费时间、精力的

困难，华夏银行特研发推出“理财 POS” 业务。

笔者从重庆分行了解到， 持华夏银行借记

卡的用户通过华夏银行营业网点的专用理财

POS 终端，刷自己任意银行的银联借记卡，资金

就瞬间自动能记入自己在华夏银行的借记卡账

户， 这样就非常方便地将分散在各家银行的资

金集中起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用做“现金

搬运工” ，真是方便又快捷。

笔者体验“理财 POS” 发现，它能提供给大

家方便、安全、快捷和优惠。来到华夏银行网点，

通过理财 POS 刷他行借记卡就能购买理财产

品，一站式服务搞定，再也不用奔波于各大银行

间，免除你的辛苦；使用“银联” 支付平台，再也

不用担心资金的安全保障；最划算的是，现在理

财 POS 业务处于“免费体验期” ，在此期间购

买华夏银行理财产品不需要任何手续费， 真心

实惠。

在重庆某企业上班的王女士开心地说，她

的工资卡不是华夏银行的， 每次发了工资都要

专门把钱取出来再存入华夏卡里，有时工作忙，

就耽误了买理财产品的时间，这下好了，不用跑

来跑去奔波于转账了。

周末没事干？ 那就动动手为自己抢快乐。

近日，华夏银行推出手机银行“周末 0 元抢快

乐” 活动。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

华夏银行逢周日推出手机银行客户活动，让您

开心度周末，欢乐 0 元抢。

据了解， 该活动面向华夏银行借记卡用

户， 凡在华夏银行使用借记卡注册手机银行

客户， 均可在每周日进入手机银行客户端点

击 “抢快乐” 按键， 目前正在开展的抢购活

动包括 0 元抢电影票、 餐券、 精美生活用品

等， 更多活动将在最近陆续推出。 每周 100

个抢购名额， 礼品价值 50 元。 特殊节日， 重

庆分行将开展特别版 “抢快乐” 活动， 抢购

名额大约为 10-30 人， 抢购商品在 50-100

元左右。

动心了吗？ 要参与活动，快去华夏银行办

理华夏借记卡，开通手机银行。 再通过手机银

行客户端点击“抢快乐” ，选择正在开展的活

动项目进行参与。 抢购成功后，系统自动将活

动验证码发送至你的手机号上。 凭活动验证

码，在有效期内根据“抢快乐” 程序活动提示

兑换地点兑换“周末 0 元抢快乐” 优惠券，然

后到指定商户进行消费。

重庆分行人士表示，2014 年华夏银行连

续推出“周末 0 元抢快乐” 的系列专题，要把

优惠带给用户；让大家在享受手机银行便捷高

效服务的同时，享受到礼遇和快乐。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推“理财 POS” 缔造便捷理财之道 华 夏 银 行 重 庆 分 行 推 周 末“0 元 ” 抢 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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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樽 30葡萄酒指数三月份整体回顾

昊樽期酒·2014 年 4 月 8 日

注：上述葡萄酒价格为 Liv-ex上记录的截至 2014年 3月末的市场价market�price，按实时汇率进行折算。

指数名称

BHC 30

Liv-ex 100

指数点位

1023.39

249.02

月度环比

-2.76%

-1.38%

半年

-5.44%

-6.09%

年度

-6.88%

-11.03%

1

年期

-

5.39%

5

年期

-

2.86%

时间：截至

2014

年

3

月末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Beychevelle

Haut�Brion

Pavie

环比涨幅

5.32%

4.08%

2.89%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Cheval�Blanc

Opus�One

Forts�Latour

环比跌幅

-18.08%

-14.62%

-7.31%

时间：截至 2014年 3月末

截至 2014 年 3 月末，昊樽 30 指数（BHC�30�Index）报收于 1023.39

点，较 2013 年 2 月末点数（1051.72 点）下跌了 -28.33 点，环比跌幅 -2.

76%。 同期，Liv-ex100 指数报收于 249.02 点，环比下跌 -3.48 点，跌幅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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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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010-65547166�

微信公众平台：BHCwin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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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2-4.5 2.88 2.3-3.1 0.40

14

天

3.00 2.8-3.2 3.54 2.8-5.1 -0.54

1

月

3.13 1.1-5.75 5.43 5.3-5.5 -2.31

3

月

5.21 0.9-10 5.42 2.8-12 -0.21

6

月

5.57 1.0-12.0 5.70 3.25-12 -0.12

12

月

5.44 2.8-6.5 5.60 2.9-6.55 -0.15

12

月以上

5.66 2.2-8 5.70 2.2-6.6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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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０００５

基金汉盛

１．０４４２ ４．４５０８ ２

，

０８８

，

４７２

，

１０６．２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９

华安安顺封闭

１．１２８２ ３

，

３８４

，

５１５

，

２０９．２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６９２

基金裕隆

０．８６４６ ４．１８０６ ２

，

５９３

，

７５０

，

５４２．９７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６９３

基金普丰

０．８１６５ ２．９０２９ ２

，

４４９

，

５９１

，

０７４．５３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８

华夏兴和封闭

０．９５３５ ３．３８６５ ２８６０４３３１０５．４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６９８

基金天元

０．９２５０ ２

，

７７５

，

０４１

，

３４２．２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６９９

基金同盛

１．０４６４ ３．２４７９ ３

，

１３９

，

２１１

，

９２２．２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７０１

基金景福

０．９２０２ ２．９０４２ ２

，

７６０

，

６７８

，

０７６．４５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５

基金汉兴

１．００７１ ２．５４５７ ３

，

０２１

，

３４５

，

３１４．７７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３８

通乾基金

１．０８８４ ３．４２６４ ２

，

１７６

，

７６５

，

０９２．０４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７２８

基金鸿阳

０．８４９１ ２．４２０６ １

，

６９８

，

１４７

，

３１４．７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５６

易方达科瑞封闭

１．０６８１ ３

，

２０４

，

２４８

，

３８１．８８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７２１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１．０１９７ ３

，

０５９

，

１２４

，

７２７．７３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７２２

长城久嘉封闭

０．８７９９ １

，

７５９

，

７６９

，

０２０．３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５８

银河银丰封闭

０．９４００ ３．２９８０ ２

，

８１８

，

５５２

，

７７５．６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