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产品扎堆互联网

□ 本报记者 李超

多家保险公司相继推出互联网渠道

产品，突出娱乐化、社交性等卖点。业内人

士认为，考虑到保险产品在互联网销售中

可能带来的客户未尽知情、网络安全等风

险，消费者应谨慎选择。

近日，1号店通过“1金融” 平台面向

用户发行了“1元保险” 。有消息称，“1元

保险” 将陆续推出数十种生活化和个性

化产品，包括儿童保险、女性保险、老年人

保险、宠物保险、家政保险、水管爆裂保

险、燃气保险、居家防盗保险、家庭财产保

险、房屋及装潢保险等。

5月15日，新华保险与中国电信就双

方的移动互联网保险合作项目签署了移

动互联网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尝试利

用双方的战略资源优势，进一步实现金融

保险服务与移动互联的深度融合，为客户

提供前所未有的互联金融服务体验。

而阳光保险则在微信平台上推出了

“摇钱术” ， 用户可以通过摇手机的方式

选择购买产品的收益率。 此外，在微软停

止为安装XP系统的电脑继续服务可能导

致用户安全风险骤增的背景下，360联合

平安保险给XP电脑用户免费上保险，推

出单笔最高保额6000元的免费网购险。

业内人士表示，多家保险公司发力互联

网渠道销售，并在尽可能地创新适合渠道传

播特性的销售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保险产

品设计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其推出的卖点如

何抓眼球，本质上仍然对接万能险、意外险

等险种，只是在销售形式上添加了娱乐化元

素，并借助了互联网的社交便利性。

阳光保险集团董事长张维功近日在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上表示，十

年后保险应该是险企把风险因子碎片化，

实现客户自主设计产品，自助理赔。 这样

不仅可让客户更加放心，险企成本也能降

低，这些想法是可借助互联网实现的。

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保险与互联网融

合，可以有效降低保险公司获得客户的成

本， 从而打破代理人数量提升乏力的困

境。保险产品创新在销售时可以有效提升

关注度，但消费者在购买时应该认真了解

产品细则， 从自身需求出发谨慎选择，从

而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

因网络安全问题带来的风险则是保险

业面临的另一挑战。日前，保监会要求各保

险机构加强互联网保险的风险管控， 组织

开展自查、堵塞网络漏洞并加强安全防护。

哪种手机钱包更安全

□ 学军

百度、微信、支付宝、壹钱包四

款手机钱包，都是用密码认证的方

式，对用户身份进行认证。 作为一

种新型的金融支付工具，手机钱包

的安全性，自然是用户最关心的问

题。 不过银率网分析师在试用了

四款手机钱包后，可以感知他们的

安全性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登陆手机钱包经常会用到手势

密码。 手势密码最少选择4个点，最

多选择9个点，理论上的密码组合总

共有985824种，扣除掉其中不可能

完成的组合 （如一些点不允许绕

过），最终的可能性是389112种。如

果不是知道手势密码的人， 想要试

出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在手机钱包的登录界面，

手势密码下方往往会有找回密码的

选项， 那么能不能跳过手势密码完

成登录呢？ 笔者使用支付宝做了一

个实验，发现支付宝钱包找回密码，

需要手机短信验证码和支付密码、

身份证件、银行卡号等方式，两两组

合才能完成认证，也就是说，支付宝

钱包已经不能单纯通过接收短信完

成密码重置。在对壹钱包做试验时，

也是类似情况， 想要找回手势密码

必须知道账户注册时输入的身份证

号。所以，目前手机钱包所使用的手

势密码登录验证方式， 基本是安全

的。 不过，手势密码容易被偷窥。

使用手机钱包时，通常在两种

情况下会用到支付密码，第一种当

然是进行支付时，第二种则是找回

登录密码时。 根据报端常见的一些

网银、 手机银行盗刷案例来看，使

用不安全的网络登录网银、手机银

行，以及密码被盗是造成用户在网

上支付过程中发生经济损失最主

要的原因。 在支付过程中，手机钱

包普遍使用支付密码，不过百度钱

包和微信支付都无需登录（微信登

录通常是自动的）， 因此安全性稍

差。 银率网在这里提醒消费者，手

机钱包安全认证手段不如手机银

行产品，因此手机钱包的资金权限

不宜设置得过高，而且手机钱包一

旦发生被盗情况，很难获得赔偿。

提示板

多数期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提高

微支付、微理财、微查询……

从网上银行到电话银行、手机银行，

如今微信银行又成为了电子银行

的标配。 目前，微信银行的服务也

从单纯的信息推送转型为用户提

供周到细致的掌上金融服务。近日

记者从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获悉，该

行的微信银行推出便民服务，让你

迅速找见网点、去办卡、拿优惠。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输入银

行卡号、电话银行查询密码、短信

验证码就可以享受各种金融服务，

就像手机上开设了一个专属于我

的华夏银行专柜。既方便，更安全，

私密性得到很好的维护，微信银行

可谓无‘微’不至，应有尽有。 ” 市

民小王拿出手机向记者分享使用

体验，记者看到小王在登录微信银

行账号后， 出现了一个欢迎页面，

从菜单栏的三个子项目可以看到，

其中“悦金融” 栏目有我的账户、

收支明细、理财查询、更多服务等

功能，“乐生活” 栏目则包含最新

资讯、周边网点、我要贷款和我的

建议等功能，信用卡一栏则有账单

与额度、我的积分、我的优惠等功

能。 记者发现，最方便的是‘周边

网点’ 栏目，该功能不仅可以查询

附近的 3 个营业网点和最近的 3

个自助设备的信息，可根据自己时

间安排省去排队时间。

据了解，华夏银行微信银行充

分利用互联网的便捷、 个性化特

性，为客户提供了体贴入微的用卡

体验。 它不仅可以实现账户查询、

理财查询、信用卡账单查询、积分

查询等卡类业务，还可以实现网点

查询，贷款申请、优惠活动等服务。

此外，微信银行的在线客服更可实

现在线客户咨询解答，使“微信银

行” 的服务可以和网点相比，既便

利又快捷。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用移动微银行找网点不用愁

-CIS-

为提高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的防范

意识和识别能力， 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切实履行社会责任，2014 年

5 月，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开展主题为“拒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的宣传教育

月活动。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以各营业网点为

载体， 通过在网点内设置 LED 电子显示

屏滚动播放、 发放打击非法集资的宣传

资料、深入社区宣传、设立举报监督电话

等方式，向公众宣传防范、打击和处置非

法集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以典型案

例揭示非法集资的风险及社会危害，引

导公众自觉抵制非法集资； 向公众介绍

非法集资的特征、 表现形式和常见手段，

揭露犯罪分子的惯用伎俩,提高社会公众

的识别能力；此外，该行还向公众普及相

关金融知识，介绍合法的投资渠道和理财

方式，引导公众理性投资，合法理财。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组织各营业网点

深入居民社区、商场、学校等公共区域进

行宣传教育， 设立咨询站点或服务问询

台，直接与公众互动交流，特别向老年人、

未成年人等重点人群宣传普及与非法集

资相关的金融知识，帮助市民解决相关问

题。 还组织各支行走访客户，主动派发宣

教资料，对客户进行非法集资风险提示。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

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２０14

年

5

月

23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１

、本表所列

5

月

23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２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３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投资潮流

大众理财

07

Finance

2014年 /� 5月24日 /�星期六

责编：殷鹏 电话：01 0-63070270��E-mail:yin74@263.net

同业新规发布

理财产品收益率短期内或走低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

汇局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

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 对同业业务进行限定， 并将

“非标”清出银行同业科目。不少专家

表示，《通知》意味着金融机构同业投

资的期限错配、 监管套利等风险都将

被全面监管， 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银

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 尤其是部

分中小银行发行的、 以同业存款为主

要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 监管层的

强力整肃意味着理财产品稳赚不赔的

好日子将成为历史。

收益率或走低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最为关心

的仍旧是金融机构同业新规会否对银

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产生影响。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通过走访几家商

业银行网点了解到， 理财产品的预期

收益率已呈走低态势。

分析人士认为， 此前银行理财产

品市场一度野蛮生长， 导致产品期限

错配程度严重， 所以新规加强期限错

配监管对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会

产生一定影响。

国泰君安研究团队认为， 目前货

币市场已经很难满足理财的收益率要

求，导致理财资金用于收益更高、期限

更长的投资业务。 短期资金成本比较

低， 将短期资金错配到长期用途可以

减少成本。 监管层加强对期限错配的

管理， 会使短期资金长期配置问题得

到有效改善， 迫使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率逐渐走低。

普益财富研究员叶林峰指出，目

前从理财产品来看， 信息披露不是很

透明， 具体多少理财产品通过同业形

式做并不知晓。如果规模比较大，特别

是采用买入返售形式受到限制， 整个

资产回报情况会受到影响， 银行理财

自然会受到冲击。 但是银行会采取一

些规避监管的措施，所以，短期来看会

有一定影响，中长期来看则未必。

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理财分析师孙

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目前该行理财

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能达到5.6%至

5.8%，理财收益比之前略有降低，约为

0.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银行理财收益

率表现会比较平稳，不会像去年‘钱荒’

时那样。 在6月中下旬，因银行面临半年

考，预计理财收益会有小幅提升。 ”

产品期限趋于长期

同业监管新规未来或使得银行理

财产品的期限结构发生改变。 不少投

资者近期前往银行网点购买理财产品

时发现， 银行倾向发行较高收益的长

期限理财产品， 尽量锁定客户的长期

资金。 记者走访华夏银行北京分行网

点时， 该行理财客户经理建议投资者

选购长期、收益较高的银行理财产品。

而另外一家股份制银行的理财客户经

理称， 商业银行如今偏爱发行中长期

理财产品。从期限错配角度来看，银行

的资产都是长期的， 银行就会发行一

些期限长、易于匹配的理财产品，以减

少错配，降低风险。

金牛理财网的监测数据显示，目

前多家商业银行发行的3至6个月期限

的理财产品，年化预期收益率超过6%。

比如，兴业银行发行一款名为“第20期

天天万利宝人民币理财产品重庆专属

款(122天)” 产品，起点购买金额5万元，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6.4%； 渤海银行发

行一款名为“渤海银行渤盛292号理财

产品(181天)” 产品，起点购买金额10

万元，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6.2%。

几位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目前中长期高收益理财产品特

别难买，期限在半年到1年的产品往往

是一大早过来就卖光了。 ”

不过，叶林峰认为，现在所有期限

的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都在增

加，锁定长期资金意义并不是太大，但

是并不排除银行通过目前不算高的价

格锁定长期限资金的意图。

打破稳赚不赔神话

同业监管新规改变的或许不仅仅

是预期收益率和产品期限结构，不少银

行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同业业务趋于规

范、“非标转标” 的加快，中资银行理财

产品稳赚不赔的“神话”或被打破。 而

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商业银行的资金风险压力，

但相关配套规定，如规范理财产品预期

收益率设定、到期理财产品信息公开透

明度等亟待进一步完善。

长期以来， 不少普通投资者都将

银行理财产品视作“准存款” ，忽视了

潜在风险。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近期公

开表态，“公众拿钱到银行购买年化

收益率为8%的理财产品， 银行加3个

点到11%走通道， 通道的特权机构再

加3个点才进入实体经济。 层层加水，

环环扒皮，直接抬高了融资成本，对劳

动生产率提高毫无贡献， 这是把国家

金融体系带入赌博心态的行为。 这时

候不会有人去买股票， 因为股市有风

险。但理财、同业的通道业务产品却稳

赚不赔， 因为理财产品特别是银行的

理财产品一旦出现风险， 就会刚性兑

付，这是非常糟糕的结果。 ”

不少银行理财客户经理建议，在

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回落的背景

下， 个人投资者应该通过理财产品的

合理组合， 在控制整体投资风险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整体收益率。理

财产品实际收益水平如何， 要具体考

察该产品的投资标的、投资策略、产品

结构等因素，同时研判市场动态。

银行理财

年中“抢钱战”提前打响？

□ 本报记者 殷鹏

近日，多位投资人反映，接到银行兜

售理财产品的短信， 所承诺的预期收益

诱人，且产品到期日多在7月上旬。 这不

禁让人联想到去年“钱荒”时期，银行通

过发行高收益理财产品的“抢钱战” 。

当前距离5月底只有一周，距离年中

考核仅一个多月， 但上述高收益产品的

数量并不多见。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这

与实体经济不振、贷款需求萎缩有关。对

于热衷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人而

言，当前不妨继续持币观望。 随着6月底

年中考核时点的临近， 商业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率有望短期走高， 届时选择期限

较长的理财产品，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

与5月初平均收益率高达6%相比，

银行理财产品近期纷纷 “破六奔五” 。

各类互联网“宝宝” 产品收益率呈现明

显下滑趋势。 专家表示，市场资金面的

持续宽松是造成理财产品及“宝宝” 收

益率下滑的主要因素，预计年内稳中偏

松的货币政策是基调。 相比银行理财产

品，互联网“宝宝” 产品收益率下滑更

明显。 绝大多数互联网“宝宝” 的收益

在5%以下。 不过，银行系“宝宝” 的收

益率坚挺，多处于5%以上。

2013年被业内喻为“互联网理财元

年” ，这一年，不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数

量快速增长，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互联网

理财产品动辄8%、10%的超高收益率令

人咋舌。与之相比，传统银行理财产品5%

至6%的收益率水平相形见绌。 可马年春

节过后，形势悄然改变。 以余额宝为代表

的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不断下滑，而

传统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虽然也出现

走低，但幅度明显要小于前者。渐渐地，后

者收益率已然赶超，成功实现“逆袭” 。

手机银行客户专属、网上银行客户专

属、理财夜市客户专属、私人银行客户专属

……现在，市面上各种各样号称“专属”理

财产品大行其道，给人高深莫测之感，那么

这些专属产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多数

专属理财产品其实与普通理财产品，不仅

在预期年化收益率方面相差无几，而且连

资金投资方向也大同小异。 业内人士分

析，专属理财产品的部分发行机构，可能

“醉翁之意不在酒” ，只是赚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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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降低。 3个月和12个月以上期限理财

产品的周均收益率有所降低，其它各期

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均有不同程

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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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 7天、1个月、

6个月和12个月， 这四种期限预期收益

率最高的产品均被平安银行的产品所

占据。 而湖北银行的一款人民币理财计

划以5.1%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4天期

限产品第一的位置，汇丰银行的一款12

个月以上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20%的

预期收益率居同期限产品的首位。

以上数据来源：巨灵数据

&

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金价获“喘息”时机

□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 严京

印度人民党5月16日在议会选举中获

胜，“茶水摊穷小子”莫迪战胜了新德里传

统精英阶层“小王子”拉胡尔·甘地，当选

了印度12亿人的新总理。 作为宏观经济的

调控专家， 莫迪前期就地区经济治理方面

的卓越才能，被印度珠宝商视为“放缓进

口”的有利依据。 然而，从近期国际金价的

反应来看，印度国内实物金需求量的变动，

依赖莫迪上台后对于新型政策的制定。

美联储4月会议纪要公布，从内容看并

无多少新意；美联储主席耶伦自“六个月”

言论后趋于谨慎， 在近期的讲话中也维持

这样的风格。 美联储对于未来的升息节点

未进行过多阐述， 将就政策前景与市场沟

通以及调控都纳入了磋商，这或许意味着，

美联储短期内的货币政策难有改变。 这无

疑向市场暗示削减QE将按部就班，暂不考

虑加息，让国际金价再获“喘息”时机。

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来曾多次对美国住

房市场复苏过程所显现出的疲态表达了忧

虑的看法，而本周三发布的4月政策会议纪

要， 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对住房市场疲软

现状的担忧，有助于金银价格回稳。

市场焦点在于5月25日的乌克兰总

统选举，乌俄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 市场

对危机的担忧近几个月一直在支撑金价，

反映出黄金的传统避险作用。不管大选结

果如何， 美俄双方必然会有不满意的一

方，届时有望推动市场风险情绪。

由于最大生产国印尼今年出台原矿

出口禁令，导致供求矛盾突出，今年镍价

出现暴涨，伦敦金融交易所镍期货价格持

续走牛， 从1月初的每吨13334美元上涨

到5月13日的最高点每吨21625美元，涨

幅高达62%。白银产出较多的南美洲西部

海岸带是厄尔尼诺天气的主要影响国，例

如秘鲁，会否引发金银价格跟随伦敦镍上

涨？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南美洲秘鲁等国家

外海所处的太平洋赤道海域表层水温上

升带来的全球异常气象。

当前美联储整体偏向收紧政策的趋

势、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以及中国经济

增长放缓隐忧等因素， 令黄金需求受压；

印度方面出现放松黄金进口限制的预期

有望刺激金银需求，但整体看对于金银走

势并未形成强力支撑；而乌克兰大选或迎

来新格局，东部两座城市对大选的反应以

及临时政府是否会在大选前升级 “攻

势” ，这可能会刺激金价上扬。

5月以来，银价处于3960元到3730元之

间运行，当前震荡区间有收敛迹象，这可视

为行情爆发的前奏。 应该说白银目前尚未摆

脱多空拉锯的行情，后续走势要看近期几个

主要热点的进展。 盘面上，白银冲高未能形

成有效突破，但支撑依然稳固；短中期均线

相互缠绕，区间震荡的形态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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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2

月

5

日

3.41 2

月

5

日

0.18

14

天

3.38 2.6-5.1 2.90 2.8-3 0.48

1

月

4.74 3.2-5.4 4.67 3.4-5.4 0.07

3

月

5.03 1.1-9.2 5.13 1.4-9 -0.11

6

月

5.39 3.5-9 5.37 2.6-9 0.02

12

月

5.44 2.7-12 5.43 3.1-13 0.02

12

月以上

6.09 2.8-20 6.11 3.2-15 -0.02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

期限

预期收益率

（%）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投资方式

7

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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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1

日—

5

月

22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4

天

5.1

紫气东来稳健系列人民币理财计划

170

期 湖北银行 非保本浮动

1

月

5.4

平安财富

-

和盈资产管理类

2014

年

334

期人民币理

财产品

(

理财夜市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3

月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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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67)

招商银行 保本固定

6

月

9

平安财富

-

结构类

(100%

保本挂钩股票

)

资产管理类

2014

年

107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2

月

12

平安汇通平安双利丰盈

3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平安银行 不详

12

月以上

20

汇享天下

-

两年期人民币结构性投资产品

(2014

年

第

59

期

)(

到期

100%

本金保障

)(EQ8A480)

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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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39 4.1399 2,471,814,284.76 3,000,000,000.00

184693

基金普丰

0.8018 2.8882 2,405,459,460.46 3,000,000,000.00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0.9231 3.3561 2,769,299,141.48 3,000,000,000.00

184698

基金天元

0.8990 2,697,114,957.23 3,000,000,000.0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1.0539 3.2400 3,161,741,935.19 3,000,000,000.00

184699

基金同盛

0.9947 3.1962 2,984,051,149.61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0.8861 2.8701 2,658,209,174.95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0392 3.3772 2,078,434,946.58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0.8132 2.3847 1,626,387,959.72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0108 3,032,457,304.98 3,000,000,000.00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0.9753 2,926,049,487.39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8336 1,667,104,637.27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0.9070 3.2650 2,720,610,393.80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