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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宝宝”发力 互联网理财格局生变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面对“余额宝” 等互联网金融

产品的强势“入侵” ，传统银行终于

开始动手切自己的“奶酪” 。 继工商

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等推出首

批类余额宝产品后， 兴业银行和中

信银行也紧随其后， 于近日推出了

更具创新性的“宝宝” 产品，功能和

便捷性进一步升级。 与此同时，以余

额宝、理财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宝

宝” 却开始收紧大额赎回，转账、消

费等功能受限，劣势初显。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利率市场

化、金融脱媒的加剧，各方对于活期

存款的争夺战将不断升级， 投资者

可根据自己的资金规模、 风险承受

能力等选择适合自己的“宝宝” 。

银行系“宝宝” 强势出击

在互联网金融方面表现最为积

极的中信银行将于28日推出“薪金

宝” ，虽然产品尚未面市，却已被媒

体热炒。 这款“宝宝” 产品的最大

特点在于，其申购赎回采取“全自

动” 模式，客户可设定一个最低金

额， 超出部分将自动申购货币基

金，客户在需要使用资金时，无需

发出赎回指令，可通过ATM直接取

款或直接刷卡消费，而中信银行的

后台会自动实现货币基金的快速赎

回。 目前“薪金宝” 对接的第一款

产品是信诚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未来嘉实、南方等多家基金公司也

将陆续接入。

据知情人士透露， 此次中信银

行与信诚基金合作推出的 “薪金

宝” 产品，可实现在所有ATM机及

中信银行柜台取现、 线上线下消费

和转账等功能的同时让货币基金份

额快速变现。 简而言之，“薪金宝”

可以在完全不影响客户日常支付的

同时， 为客户卡内资金提供目前远

超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年化收益率。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宝宝” 的

便捷性，投资者更关心的是“宝宝”

的预期收益率，不少投资者好奇“薪

金宝” 的收益到底能有多高。 据了

解，兴业银行此前推出的“兴业宝”

在上线之初的7日年化收益率一度

达到7%以上，而彼时的余额宝和理

财通7日年化收益率为5%略强。 不

过，目前兴业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已

大幅回落， 最新7日年化收益率为

4.0680%。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

中心主任郭田勇直言，“这是市场倒

逼的结果。 虽然目前互联网金融仍

未撼动银行的主流地位， 但如果银

行不搞互联网金融、不做产品创新，

未来受到的冲击就会很大。 未来商

业银行‘触网’创新将成为趋势。”

互联网“宝宝” 劣势初显

而一直势头很猛的互联网 “宝

宝”不得不面对购买、赎回额度受限

等问题，灵活的互联网“宝宝” 遭遇

“紧箍咒” 。 与此相反，银行系“宝

宝” 则优势明显，购买、赎回额度普

遍为“万字头” 。

根据支付宝最新发布的公告，

24日起，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到账

时间执行新规则。 如果当日在支持

的银行服务时间内累计转出到银行

卡小于等于5万元，可两小时到账。

而当累计转出金额大于5万元时，

余额宝将默认为普通转出。 对于普

通转出方式，资金最长到账时间为

T+2日， 也就是说在工作日15点前

转出的，可在下一个工作日24点前

到账。 如果在工作日15点后转出

的，资金将在下两个工作日24点前

到账。 另外，在非工作日提出转出

申请的，资金也将在下两个工作日

24点前到账。 余额宝对每日资金转

出次数也进行了限制，每天转出到

银行卡的次数限3次， 但转出到余

额不限次数。 而转出到余额与余额

宝消费将共享限额：每日5万元，每

月20万元。

理财通的赎回同样作出调整，

在赎回操作界面上，用户可选择“普

通赎回” 和“快速赎回” 两种模式。

在赎回时选择“普通赎回” ，这样能

多享受一两天的收益，而选择“快速

赎回”则当天无收益，资金最快可当

天到账。

市场人士指出，此前，以余额宝

为代表的互联网“宝宝” 可以实现

T+0甚至是实时到账， 其实都是由

产品对接的基金公司先行垫付资

金。 由于互联网“宝宝” 的“盘子”

越来越大，垫付资金变得越来越难。

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货币基金

规模暴增6959亿元至1.44万亿元。

投资者“左拥右抱”

对于投资者而言， 无论是银行

系“宝宝” 还是互联网“宝宝” ，只

要能赚钱的就是好“宝宝” 。 数据显

示，截至25日，“宝宝” 收益率排名

分别为兴业银行银银平台的掌柜钱

包、 苏宁的零钱宝和广州农商银行

的至尊宝， 收益率分别为5.8870%、

5.7950%和5.7270%，七日年化收益

率都进一步下滑。

不少投资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目前银行系“宝宝” 和互联网

“宝宝” 各有利弊，大家也乐得“左

拥右抱” 。比如，相比银行系“宝宝”

而言，互联网“宝宝” 注册开户要方

便得多， 有业内人士测试微信理财

通注册开通仅需2分半钟，在已有微

信账号的前提下只需7步。 而通常银

行系“宝宝” 的申请流程较为繁琐，

耗时较长， 在拥有银行卡的前提下

平均耗时为5分钟， 这就会让一些

“爱偷懒” 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互

联网“宝宝” 。

出于安全性考虑， 不少投资者

愿意将数额较大的资金存放于银行

“宝宝” 中，而将日常开销、数额较

少的资金投资于互联网“宝宝” 。

资深投资人士提醒， 投资者可

对货币基金的收益水平进行对比考

察， 精选中长期收益稳定居前的基

金进行投资。 此外，应多考虑货币基

金规模， 规模越大的货币基金与银

行议价的能力越强， 其对应的收益

率越高、越稳定。

市场人士指出， 上周央行正回

购有所加码， 公开市场重回资金净

回笼。 不过，资金净回笼并未改变当

前短期流动性相对宽裕的局面。 随

着资金利率下行，“宝宝” 的收益率

跌势难改。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将共生并存

□本报实习记者 张爽

24日， 在2014玖富移动微理

财“行业宝” 发布会上，业内人士

指出，无论小微金融还是互联网金

融都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虽然

目前他们对某些传统银行业务产

生了冲击，但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将共

生并存。

天图创投高级合伙人、玖富微

理财客户代表杨辉生表示，互联网

金融、移动金融的出现实际上是金

融管制与金融放松之间博弈的结

果。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这是互联

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的互补。互联网

金融和小微金融的优势是为个人

和小微企业提供服务。但是大型客

户还是需要有大型专业的金融机

构来提供服务。

玖富首席理财师王志成认为，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存款储蓄

业务的冲击给银行造成很大压力，

但是对于一些复杂型衍生产品而

言，互联网金融很难覆盖，因为这

些复杂产品需要面对面交流，这是

互联网金融难以实现的，所以线上

线下各有优势。

全国工商联家具装饰协会执

行会长张传喜对小微金融与互联

网金融对其行业提供的金融支持

表示赞同。 他说，家具装饰行业风

险低，现金流好，又有一定的资金

需求。 但是长期以来，无论是行业

组织还是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进

行金融服务的支持都非常少。而有

了专门对接小微企业的小微金融，

有了方便快捷的互联网金融，将会

为整个行业的未来注入更多活力。

杨辉生表示，10年前，银行贷

款占全国贷款总额的80%左右，而

去年的17万亿元贷款中， 银行贷

款不到9万亿元，占比只有52%，其

他48%均来自信托、 小微金融，以

及其他贷款形式。在小微金融随着

移动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不断发展

的同时，银行贷款占比还会不断下

降。小微金融是个万亿元规模的市

场，在这样大的市场中，一定会出

现很多优秀的小微金融贷款企业。

每一家企业能走多远，将取决于其

创新和风险控制能力。

养老理财品有望战胜通胀

□陈洋

养老金增值是必需的， 因为除了资产损失风险

外，我们面临一个更大的风险———通胀。 人们普遍只

是对货币的名义价值作出反应，而忽视其实际购买力

变化。 我们的财富不应仅是数字上的增加，更要实现

购买力的增长。 对个人而言，目标则是要战胜通胀。

如果现在有100万元，不做投资，假定CPI每年

上涨4%，30年后，100万元由于物价的上涨只能买

到现在30万元的东西，缩水70%；如果进行了投资

且每年收益能达到5%，30年后100万元将变成432

万元，考虑通胀因素，打个三折，还有130万元，实

际购买力增加了30%。

目前，多家银行推出了以养老为主题的理财产

品。 为准确衡量老年人退休生活所面临的通胀水

平，2013年，依托统计局公布的CPI数据，结合我国

城乡老年人消费特点、输入通胀影响等因素，光大

银行推出“养老CPI” 。 随后，该行推出养老理财产

品“颐享阳光” ，将基准收益设定为“银行一年期

定存利率+2%” 。 历史资料显示，该数值大部分时

间高于“养老CPI” 。 截至3月底，自成立以来其月

度年化收益维持在6%至6.8%。

颐享阳光养老产品包括红利再投资型和现金

分红型两款产品，存续期限15年、每月15日开放申

购赎回。为鼓励长期投资、隔离短期套利行为，对于

持有期在一年以内赎回的份额收取赎回费。在一个

会计年度内，如果产品收益率低于“人民银行发布

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2%” ，投资管理人需

要对于持有人进行补偿。产品主要投资于境内银行

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为50%至100%，

不直接投资于股票二级市场或海外市场，对于非固

定收益组合采取FOF模式， 即通过基金类产品或

者外部投资顾问来实现资产配置目标。

专家指出，银行理财客户属于中低风险偏好的

群体，一般资金规模较为有限，期望在较低波动性

的情况下获取适度的绝对收益，工薪阶层是其主要

的目标客户。 这与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的高风险偏

好型客户以及信托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土豪” 、

“高富帅”型客户存在较大差别。

做好资产配置、 分散投资是养老型理财产品要

遵循的准则。 从股票、债券、房地产、商品等大类资产

的历史波动来看， 各类资产都像大海的波浪一样经

历过兴衰轮回， 实现投资组合的绝对回报不能简单

依赖于单一资产、单一国家或者单一投资风格，任何

资产都存在周期性和不可预期的波动， 投资者没有

经历并不代表其不会发生。 通过持续性的资产配置，

投资者可以适度平滑单一资产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在一个较为漫长的周期中，通过养老理财产品，

银行代理客户进行资产配置， 以固定收益组合为核

心，将资产在固定收益、股票和商品等资产中进行适

度配置，有望在控制波动性的情况下获取绝对回报。

低位练“俯卧撑”

黄金将迎变盘行情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 严京

近期，贵金属市场上空利空阴云密布：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已成定局， 印度实物金需求激增无望，

SPDR黄金ETF再度大举减仓，金价进一步下探只

是时间问题。在美国经济迎来“春天” 之后，贵金属

的空方前景更加美好。 一时间，众机构对贵金属价

格喊杀喊打。

此时，我们不妨运用一些逆向思维去揣摩价格

背后的真相。空头头寸多对市场而言真的是利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市场价格包含一切，这是金融市

场定价中最基本的原理。也就是说，目前看到的黄金

价格已经包含了我们所有能看到的、看不到的信息。

人的本性是从众的，人的情绪是投资市场最流

行的传染病。在当下这个财经信息“泛滥” 的时代，

各类媒体让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到另外一个

国家经济的具体细节， 但我们的投资却从未见长。

“在别人消极地抛售时买入，并在别人积极地买入

时沽出。 ” 这是被誉为“全球投资之父” 的史上最

成功基金经理之一约翰·邓普顿的经典名言， 或许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美国住房市场难以在春季获得进一步复苏。消

息显示，受此前恶劣天气对楼市的负面影响，加之

抵押贷款利率、房价上扬，以及房源匮乏等因素的

共振，楼市中大量潜在买家选择了观望策略，从而

导致3月的成屋销售年化降至了一年半低点。 与此

同时，2月FHFA房价指数同比创出13个月以来的

新低。去年四季度住宅建筑投资在三年来首次拖累

经济增长，今年一季度可能亦是如此。 楼市在国内

生产总值(GDP)中占比很小，但房屋销售的疲弱程

度足以令一季度GDP增长放缓。

瑞银在近期的报告中表示，整个黄金生产行业

四季度的现金成本平均为728美元/盎司，但是全部

维持成本为1205美元/盎司，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均

水平，全球各地采矿成本有差异，北美最低，非洲最

高，就以当前的平均水平来说，金价已经没有太大

的下行空间，预计后市就算回落，再度企稳反弹的

可能性仍然很高。

美国就业市场尚未显现持续复苏迹象，前期金

价遭遇重挫，但目前这样的负面情绪已基本被市场

所反映； 黄金空头动能依然强劲， 需要密切留意

1270美元附近支撑的有效性； 美国经济数据疲软

令黄金暂时企稳， 或预示市场将迎来变盘行情，而

4月底的美联储议息会议、5月初的美国非农数据

或为重要时机。

银价仍面临下行压力， 前期底部支撑非常关

键，如果能够在前期底部附近获得支撑，银价有望

形成底部结构。一旦跌破该水平，就有进一步回落，

跌向3700点关口的风险。 随着欧美节假日结束，交

易员陆续回归市场，白银波动幅度加大，而市场需

要新的推动因素才能令方向明朗。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或反弹

□本报记者 殷鹏

由于银行间资金面宽裕，理财产

品收益率纷纷跳水，在售产品中收益

率高于6%的已寥寥无几， 短期理财

产品收益率基本徘徊在4%至5%。此

外， 互联网金融产品收益率持续下

滑，“宝宝” 类产品7日年化收益率

全部低于6%。 不过，“五一” 小长假

即将到来，“跨节” 产品将在近期亮

相，可能会带动收益率反弹，投资者

可以适当入手。

一季度风光无限的各类“宝宝”

如今遭遇收益滑铁卢。数据显示，进入

4月以来，包括余额宝、理财通、现金宝

等在内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收益率

相继“破6” 、“破5” ，下滑趋势如此之

明显让投资者们吃了一惊。 目前在售

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也出现了下滑

趋势。 理财师提醒投资者，“宝宝”类

理财产品进出方便、无门槛，适合活期

资金； 如果资金闲置期限超过1个月，

且金额在5万元以上，建议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以锁定收益。

选择“宝宝” ，关键要看其对应

的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更靠谱，

还是万份收益更可信？ 理财师表示，

7日年化收益率可作为一段时间内

的加权参考数据，为投资者提供较直

观的收益率概念，但仅根据这个指标

来挑选产品，容易一叶障目。 投资者

应该更加关注后者。后者作为一个绝

对收益指标，可以明确地反映出投资

者每天可获取多少收益。理财师建议

综合关注货基过往业绩，通过万份收

益选择业绩表现稳定的品种。而且最

好能多看几天，因为有的货基收益率

波动大， 只有参考指标长期保持稳

定，且处于较高水平，才能说明这款

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属于佼佼者。

结构性理财产品指理财产品的

投资对象由固定收益类产品与和期

权为主的金融衍生产品组成。产品的

到期收益率包括两部分，一是固定收

益证券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二是衍生

金融合同所带来的收益，投资者能否

获得较高的预期收益率取决于后一

部分的表现。该类产品收益起伏区间

的大小与产品的风险级别大小成正

比。 投资结构性理财产品有喜有忧，

关键是能否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无

经验、 谨慎型投资者若想涉足于此，

不妨先尝试风险级别较低、产品设计

简单的结构性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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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小幅提高。 6个月期限理财产品的

周均收益率略有降低，其它各期限理

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

增加。 其中1个月期限理财产品的周

均收益率增幅最大，较上周上升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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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 7天、14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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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湖北银行的一

款人民币理财产品以5.6%的预期收

益率夺得了1个月期限第一的位置，

兴业银行的一款12个月非保本浮动

收益产品以6.6%的预期收益率居同

期限产品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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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3.35-3.5 3.28 2-4.5 0.15

14

天

3.92 3-4.6 3.00 2.8-3.2 0.92

1

月

4.86 3.9-5.6 3.13 1.1-5.75 1.73

3

月

5.29 3.55-10 5.21 0.9-10 0.09

6

月

5.46 3.1-10 5.57 1.0-12.0 -0.12

12

月

5.51 2.7-6.6 5.44 2.8-6.5 0.07

12

月以上

5.73 2.8-8 5.66 2.2-8 0.07

期限 预期收益率（%）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投资方式

7

天

3.5

平安财富

-

周添利

(

保本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1

年

1

期

人民币理财产品

(

认购期

:2014

年

4

月

18

日—

4

月

20

日

)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4

天

4.6

平安财富

-

双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4

年

4

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

(

认购期

:2014

年

4

月

18

日

-4

月

20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

月

5.6

紫气东来稳健系列人民币理财计划

163

期 湖北银行 非保本浮动

3

月

10

招商银行焦点联动系列之股票指数表现联动

(

沪深

300

期末双向连续型带触碰条款

)

理财计划

(

产品代

码

:104338)

招商银行 非保本浮动

6

月

10

平安财富

-

结构类

(100%

保本挂钩股票

)

资产管理类

2014

年

85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2

月

6.6

2014

年分行第

16

期天天万利宝乌鲁木齐专属款

(30

万以上

(

含

))

兴业银行 非保本浮动

12

月以上

8

平安财富

-

结构类

(100%

保本挂钩股票

)

资产管理类

2014

年

87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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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92

基金裕隆

0.8275 4.1435 2,482,630,849.37 3,000,000,000.00

184693

基金普丰

0.8109 2.8973 2,432,688,368.89 3,000,000,000.00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0.9295 3.3625 2788416723.20 3,000,000,000.00

184698

基金天元

0.8977 2,693,081,455.01 3,000,000,000.0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1.0676 3.2537 3,202,686,511.26 3,000,000,000.00

184699

基金同盛

1.0053 3.2068 3,016,046,414.06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0.8831 2.8671 2,649,398,634.25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0442 3.3822 2,088,358,740.76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0.8117 2.3832 1,623,381,424.10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0142 3,042,695,574.24 3,000,000,000.00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0.9705 2,911,425,052.46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8517 1,703,388,203.98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0.9000 3.2580 2,698,646,937.35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