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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看台

中国炒房客移师欧洲

成消化海外银行不良资产“主力”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北京小企业主老张近期动起了投

资海外房产的心思，一方面，考虑到资产

的保值增值；另一方面，为子女出国留学

提前做准备。但是与其他人不同，老张的

关注点不是热门的美国、澳洲等，而是相

对较为冷门的葡萄牙、希腊、西班牙等欧

洲国家。“有亲戚朋友已经往那边投资

了，听说正是‘抄底’的好时机。 ”不过，

老张还是决定多方“打探” ，毕竟投资海

外房地产自己是“头一遭” 。

资深投资人士表示， 随着欧洲经

济开始复苏，此前几个深陷“欧债危

机” 国家的房地产市场重回投资者视

野。 但业内人士提醒，在“抄底” 的同

时， 必须时刻认清自己的投资预期和

风险承受能力。

“不良”里的好房产

在“北上广深” 几个一线城市的

各大房展会上，葡萄牙、希腊等国家的

海外房产投资、移民项目多了起来。有

关调查显示，中国未来或有1.1万亿元

人民币投向海外房地产市场， 约占个

人投资者可投资资产的5%。而其投资

理由已从传统移民、 子女教育延伸至

资产保值增值。

好望角投资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总裁詹惠敏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受到‘欧债危机’冲击，这些国家的许

多银行负债累累，不少银行纷纷把不良

资产的抵押物拿出来处理。只要你够细

心，其实可以淘到好东西。 在这方面，中

国的投资者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主力。 ”

她进一步表示， 尤其是这些“欧债危

机”国家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对于投

资者而言，意味着更多机会。

以葡萄牙为例，标准普尔在2014

年初将葡萄牙长期国债评级从“负面

观察名单” 中撤除，4月又将葡萄牙的

评级展望由负面上调至稳定， 并发布

声明称：“葡萄牙的信贷评级已经稳

定， 预期在明年上调或者下调该国评

级的可能性很小。 ” 另外，标准普尔在

9月12日将希腊的主权债信评级予以

上调，由B-上调至B。 标普同时指出，

自明年起，希腊经济将摆脱此前连续7

年衰退的颓势重新取得增长。 而该国

的存量债务占GDP之比在今年触及

177%的峰值后将缓步回落， 在2017

年时降至164%。

另一方面，让老张下决心投资海外

房地产的因素， 就是国内房地产市场

“不给力” 。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

据显示， 继7月首现下跌后，“北上广

深” 4个一线城市房价跌幅超过1%。 其

实，6月以来，我国城市房价指数环比跌

幅逐渐扩大，越来越多城市步入房价下

跌通道。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

晖预计，2014年的“金九银十” 是在价

格进一步小幅回落的前提下出现的成

交量逐步复苏，今年的“金九” 成色大

减，难以再现2013年的热销景象。

本地价和海外价

作为生意人的老张， 价格是决定

其投资计划的重要因素。 “这是我最

为担心的地方，就算找了中介，但是我

们毕竟是外国人， 对当地的市场和行

情并不熟悉。 ”

詹惠敏坦言老张的担心并非不合

理，“以葡萄牙为例，目前葡萄牙房价

有两套行业中不成文的价格， 一套是

售卖给本地人的‘本地价’ ，另一个是

存在10%至20%加价后， 售卖给海外

购房者的‘海外价’ ，搞不清状况的购

房者容易吃亏。 ”

谈及投资海外房地产的收益，第一

太平戴维斯华北区董事长邹锦标表示，

就目前来看，海外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的

确会高于中国国内市场。“以香港为例，

我们估算其住宅的投资回报率在3%至

5%、商业地产为4%至7%、工业地产则

在10%左右。 而且香港的贷款成本远低

于内地，大概在每年2%至3%左右。 ”

而葡萄牙等“欧债危机”国家的房

地产投资收益率会更高，房产出租年收

益率或达到3%至5%左右。 詹惠敏告诉

记者，“首都里斯本市中心及周边主要

区域的房地产价值是稳定的， 同时长

期租金收益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

没有“百分百”收益

对于“老张们” 来说，除了可观的

投资收益， 投资是否安全是其最关心

的问题。 比如，投资会不会踩在“高

点” ，投资的房产是否产权清晰。 第一

太平戴维斯相关负责人提醒， 海外国

家的税率问题、货币汇率波动等，都有

可能影响到最后的投资回报率。

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土地资源与

房地产管理系系主任赵秀池看来，投资

应注意多方面风险。 首先是市场风险。

“房价是供求关系的反应， 也是当地政

策、经济形势的反应，房价随时都可能

做出波动。 能否准确掌握当地市场的变

化情况非常重要。”其次为政策风险。国

外房产政策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做出

调整，比如信贷政策、税收政策、限购政

策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投资者的行为与

收益。 此外，还存在交易风险。“期房是

否能够按时交房，是否能够拿到产权证

等都关系到投资的成败。 遇到不良经

纪人，投资被骗的案件时有发生。 ”

资深投资人士提醒， 由于欧洲经

济尚未完全复苏， 其房地产市场存在

不确定性，投资者最好分散投资，购买

两到三处房产，一处用于自住，其余用

于投资，5年后就可以将投资的房产售

出， 这种分散投资的方式不仅大大降

低了风险， 还可以帮助投资者获取一

定的房产增值收益。另外，投资者在制

定投资计划时应多考虑几个方面。 投

资者要明确自己的现金流， 以及资金

的使用情况； 提出自己中意的国家和

城市，列出计划在哪个城市购买房产；

投资者要锁定自己的目标， 是投资移

民还是“以房养学” ；投资者可以找专

业的机构分析评估自己的实力。

美议息决议明松暗紧

金价短期承压下行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 严京

本周万众瞩目的美联储利率决议落

幕，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整体姿态继

续向鹰派倾斜， 好在耶伦的表态尚属中

性。 美联储的决议措辞基本中规中矩，经

济展望报告的总体基调仍然平平，甚至美

国未来数年间的GDP增幅还被下修，凸

显美联储对经济前景的谨慎。

不过，联储局公布政策委员对利率的

预期则显示，更多委员认为明年是首次加

息的合适时间，预计加息步伐较之前估计

的更快；美元在议息后兑一篮子货币显著

上扬，金价则大幅向下。

美元指数在9月9日触及长期下降趋

势线，同时创下14个月高点84.519，自7月

以来已累计上涨近6%。 之后的几个交易

日，美指呈现出高位震荡走势。 但从基本

面来看，支持美指此轮上涨的宏观因素并

未改变， 虽然8月非农略显疲软，8月CPI

数据环比也略有回落，但美国经济依旧沿

着复苏轨道稳步运行。

苏格兰公投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警告

独立是“痛苦的离婚” 。 苏格兰独立可能

成为其他酝酿分离地区的导火索，尤其是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加泰罗尼

亚曾表示会于今年11月举行独立公投，

遭到西班牙国会否决。

中国黄金国际板上线在即。最新消息

显示，原定于9月29日上线的上海黄金国

际板将提前至9月18日。 黄金国际板的推

出有助于体现中国实物买盘的力量，提振

中国在世界黄金定价权中的话语权，对金

银价格构成一定利好。

印度商务与工业部9月15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 印度8月黄金进口年率上升

175.5%至20.4亿美元，表明印度实物黄金

需求出现改善；随着商业购买力回升以及

消费者对于新一届政府信心增强，预计黄

金需求增加，2014年排灯节期间的黄金

需求或好于2013年。 印度婚庆季节从8月

底开始，并持续到10月底的排灯节。 在节

庆期间购买黄金被视为吉兆，销售将在排

灯节期间达到高峰。

证金贵金属认为，在经过过去几周黄

金的糟糕表现后，现在疑惑的问题应当是

最糟糕的时刻是否已经过去。目前市场对

黄金后市非常看空，尽管金价已经处于超

卖状态。投资者短期需关注上方均线的压

制作用，并注意苏格兰风险事件对于黄金

价格的影响。

中国央行推出新刺激措施支撑经济

增长，进而刺激白银需求，央行此举措是

对8月疲软经济数据的政策回应。 9月13

日数据显示，中国8月工业增加值增长幅

度放缓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且零售

销售增长温和。 从盘面上看，银价抗跌性

仍将存在。

“冲时点”银行理财品难再现

□高佩卿

上周五，监管部门发出一纸新令，

要求控制月末“冲时点” 的揽储行为。

该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企业融资成

本过高的问题。“自7月初以来，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普遍下滑，很多人寄希望于

9月底这个特殊时点。 ”资深理财师认

为，现在看来9月末理财产品收益率大

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事实上，很多银

行人士预测四季度理财产品的整体收

益水平也不会明显走高。以前发行大量

高收益理财产品，一部分是为企业开辟

一条融资新途径。 而眼下，社会整体融

资需求下降，银行信贷规模宽松，没必

要选择理财产品这个融资渠道。

银监会、财政部、央行近日发出通知，

设立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指标，约束存款

“冲时点”现象，季末、年末红火的理财行

情将趋于平淡。受存贷比考核指标限制，

商业银行存款在月末、季末、年末往往异

常冲高，扰乱了信贷市场的正常秩序。

通知规定， 银行月末存款偏离当

月平均存款幅度不得超过3%，一年两

次超标的银行将被降低监管评级；银

行的理财产品发行期、 到期时间不能

集中于每月下旬，不能于月末、季末等

关键时点将理财资金转为存款。 这就

意味着以月末、 季末为节点推出高收

益理财的现状会改变。

随着收益率下行， 银行理财产品

对于投资人的吸引力逐渐减弱，结构性

理财产品成为多家商业银行吸引客户

的新工具。 据统计，截至8月底，各商业

银行年内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数量已达

1758款，不仅逼近2013年全年发行量，

而且月均发行量达到约219款，环比增

幅高达43.14%。 分析师认为，未来银行

理财产品将逐步打破“刚兑” ，仅靠非

结构性理财产品将不能满足投资者的

需求， 各家银行会不断丰富产品线，将

有更多的银行发行结构性理财产品，未

来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发行量会保持增

长。不过，有理财师提醒，作为挂钩标的

风险较高的品种，结构性理财产品即便

有保本设计， 却很少能同时保障收益

率，投资者在选择时仍需三思而行。

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通过稳健投

资实现财富增值， 但种类繁多的银行

理财产品让投资者无从下手。 理财专

家建议，选择理财产品要“四看” 。 看

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是否相符， 无论

选择哪类银行理财产品， 都要充分了

解是否保本、保证收益，最好和最坏的

投资结果如何等情况。 看投资周期是

否与资金的流动性相匹配， 要关注产

品的投资周期， 看是否与自己的需求

相符。看投资渠道和收益设计如何，投

资者要充分了解产品到底投向哪里，

到期收益率如何计算， 是否有公开渠

道定期了解产品的运行和收益率情

况。 看是否能与现有的资产组合形成

配置，投资者有时会比较盲目，常常听

说哪款产品收益高就投哪款， 或是偏

好某一类产品而忽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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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呈现下跌。 8天至14天和3个月至6

个月， 这两类期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

益率有所上升， 其他各期限理财产品

的周均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下跌。 从

收益率分布来看，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

最高产品均属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

其中， 广发银行的一款理财计划以

7.2%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至3个月

期限第一的位置； 南京银行的一款非

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6.4%的预期收益

率居3至6个月期限产品的首位。

金融圈内人理财经

□本报记者 殷鹏

说在北京金融街活动的都是些 “金

融民工” ，这只是调侃的话。 在这个高智

商金融人才扎堆儿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强

烈的理财需求。

9月15日，由北京金融街商会主办的

“品质生活周” 拉开帷幕，多家机构为金

融白领量身打造了理财方案，其核心是不

仅会理财，还要会生活。 生活周包含“智

慧理财” 和“品质生活” 两部分：9月15日

至17日为“智慧理财” ，邀请金融机构推

介适合白领阶层的金融产品；“品质生

活”则在18日、19日集中展示由多家知名

医疗机构提供的特色服务。

调查显示， 高端金融人群对现有的理

财产品并不够了解， 对理财工具运用不够

充分。 在国内高端理财市场上，以保值为目

的的储蓄和理财型保险一直是高收入群体

投入程度最高的品种， 而对高风险和高收

益并存的股票和基金投资程度相对较低。

这与国外高收入人群的投资策略有着很大

差别， 他们将更多资金投向能带来高收益

的股票市场和基金产品上。 造成这种差别

的原因：一方面，国外的高端理财市场较

国内发展得更为成熟，例如针对贵宾客户

的私人银行服务在高收入人群中已经颇

为流行；另一方面，国内高收入者虽然理

财意愿很强，但却苦于不知如何理财。

理财信心足并不一定带来高回报的

理财结果，这其中更需要投资人拥有良好

的理财习惯和技巧。 有调查数据显示：

76%的高端人群会选择将银行存款作为

自己的理财方式之一，其中他们月均收入

的34%用于生活支出，32%被存入银行，

只有34%的资金被用于投资基金、股票等

其他一种或两种投资理财方式。“这一方

面说明高收入人群拥有大量的闲置资金

没有被充分利用， 理财市场潜力巨大，为

中外资银行进军理财市场提供了巨大的

机遇和挑战；另一方面也表明高收入人群

缺乏相应的理财技巧。 ” 一位银行理财分

析师如是说。

国内

P2P

“风险备用金”走样

□银率网 于建颖

今年以来P2P“去担保化” 的呼声

愈发强烈，加之最近爆出红岭创投的亿

元坏账事件，P2P风控问题再次被置于

聚光灯下。 据媒体报道，监管层认为风

险备用金模式应该是P2P行业最理想

的风控模式。所谓风险备用金模式是指

平台每笔借款成交时，提取一定比例的

金额放入“风险备用金账户” 。 当借款

人发生拖欠和违约情况时，平台用风险

备用金对投资人进行偿还。这一制度最

先由英国的P2P平台创立， 至今已有4

年，期间经过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目前有些平台引入风险备用金模

式，有些平台退出了担保模式后，转向

风险备用金模式， 也有一些资本实力

较雄厚的新“入行” 平台，一开始就亮

出“风险备用金”标签。

我们选取国内一家较 “老牌” 的

知名P2P平台和一家互联网巨头新设

立的P2P平台，查看其关于“风险备用

金” 的介绍。 前者有关于资金来源、资

金用途、资金使用规则、资金管理原则

等说明，同时每月定期发布委托银行的

风险备用金资金托管报告，报告中对账

户余额和当月增长额度进行公布。后者

则只有一段简单的资金来源说明。

与国外较成熟的P2P相比， 这样

的风险备用金模式并未“学” 到这一

模式的“精髓” 。 真正的P2P风险备用

金模式应当是什么样？首先，根据该平

台的拖欠率和违约率等历史记录、当

前和未来的经济环境变动， 以及当前

的未偿还贷款余额等， 估算出可能的

索赔金额是多少。 这个数额与风险备

用金的余额做对比， 才能知道风险备

用金的“抗风险” 能力有多大。以英国

某知名P2P平台为例， 风险备用金余

额与可能的索赔金额之比超过200%。

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用于预测可能索

赔金额的参数是动态的、不断调整的。

其次， 请第三方独立机构对其风险备

用金进行情景测试， 以评估某一风险

备用金在各种违约率下的抗风险能

力。 为避免平台自身夸大其风险备用

金的保障能力， 应当由第三方独立机

构对其进行评估， 除了能使投资者客

观地了解风险， 也能使平台自身在风

控方面多一重监督。还有一点很重要，

P2P风险备用金的所有者到底是谁？

前述英国P2P明确说明其风险备用金

归平台投资者共有。 而国内的P2P网

站对这点未有明确说法。

风险备用金模式并不是简单的

“拿来” 和“照搬” 形式就行，实际上

它是建立在“大数据” 基础之上的风

控措施。 没有相应的数据分析作为基

础， 就很难评估风险备用金的风控能

力，使投资者“心里没底” 。 从P2P自

身来说，如果“大数据” 技术在风险备

用金上不能得到恰当运用， 说明平台

对于风险缺乏足够掌控。

昊樽 30葡萄酒指数八月份整体回顾

昊樽期酒·2014 年 9 月 8 日

注：上述葡萄酒价格为 Liv-ex上记录的截至 2014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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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

236.21

月度环比

0.90%

0.94%

半年

-4.96%

-7.31%

年度

-8.59%

-13.39%

1

年期

-

5.39%

5

年期

-

2.86%

时间：截至

2014

年

8

月末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Beychevelle

Forts�Latour

Petrus

环比涨幅

20.79%

10.64%

9.36%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Lafite�Rothschild

Leoville�Las�Cases

Leoville�Poyferre

环比跌幅

-5.59%

-5.79%

-2.44%

时间：截至

2014

年

8

月末

截至 2014 年 8月末，昊樽 30 指数（BHC�30�Index）报收于 1000.10

点，较 2014 年 7 月末点数（991.05 点）上涨 9.05 点，环比涨幅 0.90%。同

期，Liv-ex100 指数报收于 236.21 点，环比上涨 2.20 点，涨幅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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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

(www.liv-ex-ch.com)

服务热线：010-65547166�

微信公众平台：BHCwine68

近日，2014 年中国零售银行客户满意度调研

报告由全球知名市场营销公司 J.D.Power 亚太公

司公布。 华夏银行在零售银行客户满意度排名中位

列全国第四，股份制银行第三。

据悉，2014 年中国零售银行客户满意度研究是

基于 30个城市 9120名零售银行客户的反馈， 涵盖

在中国开展业务的 15家主要银行。此项中国零售银

行客户满意度的研究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 这项研究

通过六个因子衡量客户满意度：“交易 / 业务办

理”“产品供应”“账户信息”“设施”“费用” 和

“问题解决” 。华夏银行在“费用” 和“问题解决” 方

面表现出色，分别比行业平均水平高 133分和 99分。

一直以来， 华夏银行始终坚持提升服务品质，

改善客户服务体验，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华夏银

行重庆分行人士介绍， 该行自 2012 年提出建设华

夏服务品牌， 并围绕服务品牌创建和服务文化建

设，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服务活动。

近年来，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也在服务中老年客

户服务方面不断探索，积极创新老年人金融产品和

服务方式，通过开设“老年人优先窗口” 、大额取现

专人护送、重新使用储蓄存单、提供放大镜等专享

服务，提升了中老年客户的服务体验。 近期还打造

了全新“智慧网站” ，并在其中增加了“老年服务

版” ，显示的页面及文字比正常大很多，可清晰辨识

网页内容，使老年群体也可以轻松理财、网上办理

个人业务，享受便捷的互联网金融。 另外，华夏银行

重庆分行还创新推出“寸草心” 系列漫画，包括《银

行卡里的秘密》、《密码保卫战》、《老年人优先窗

口快知道》等主题。通过幽默生动的漫画场景，介绍

银行日常业务，为中老年人办理银行个人业务时提

供串串妙招，彰显出华夏银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和对特殊群体的关爱。

提升客户满意度 建设华夏服务品牌

-CIS-

9 月以来，分别由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

银监局发起的 “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月” 和

“金融知识进万家” 活动正在重庆各地广泛

开展。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也积极响应号召，开

启了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据了解，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积极响应本

次金融知识普及月系列活动的组织和落实，

广泛整合个人理财、电子银行、银行卡、个人

贷款、 出国金融等方面的金融产品和创新服

务，开展金融消费者，特别针对青少年金融消

费者的权益保护及公众教育服务工作。

自 9 月 1 日起，该行充分发挥网点广泛

布局的渠道优势， 以全市所有营业网点为宣

传阵地，在门楣 LED 显示屏和大厅利率显示

屏上，滚动播放相关宣传标语。在网点多媒体

屏内播放宣传片， 在网点内部设立专门的宣

传区域，在宣传栏摆放金融知识宣传品。还通

过网点柜面人员宣讲、专家咨询、主题讲座、

发放宣传折页、 张贴宣传海报、 播放视频资

料，或定期不定期深入社区、市场、学校、企业

等方式， 广泛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持续宣传活

动，将金融知识宣传工作日常化。 另外还利用

微信、微博等受众广泛的社交工具进行宣传，

并和网友进行线上互动，答疑解惑，让人们在

工作生活中轻松了解金融知识。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行将金融知识宣传与提升客户服务水平相结

合，与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相结合，不断提升

银行形象。并且将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常态化、

系统化、社区化，开展形式多样的金融知识普

及宣传活动， 旨在帮助越来越多市民培养正

确的金钱观念，塑造良好的理财习惯，提升消

费者保障自身资金财产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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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21

嘉实丰和

1.1351 3,405,307,920.14 3,000,000,000.0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000,000,000.00

184699

基金同盛

1.1330 3.3345 3,399,027,160.29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1.0423 3.0263 3,126,761,703.95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1.0548 2.5934 3,164,393,370.36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1672 3.5052 2,334,444,551.10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0.9898 2.5613 1,979,640,527.20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1369 3,410,696,875.20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9346 1,869,249,641.57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0010 3.3590 3,002,901,967.32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