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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表所列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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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２０14

年

12

月

12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理财

给钱包囤年货 着眼中长期产品

□ 李宝富

央行日前的降息举措， 对于预期

收益率本来就在一路下行的银行理财

市场来说， 可谓雪上加霜。 业内人士

预计， 银行可能会尽力维持理财产品

收益率在现有水平， 在一些特别重要

的时点， 理财产品收益率不排除短期

逆势上涨的可能性。 在利率市场化和

货币宽松的大背景下， 未来产品收益

可能会继续下行。 在不考虑流动性的

前提下，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倾向于选

择期限较长的产品来锁定收益。 在强

力监管之下， 银行理财产品以资金池

方式相互交易、调节收益，实现期限错

配与资金错配的运作方式受到抑制；

银行难以通过滚动发行短期理财产品

配置长期资产来实现期限错配溢价，

因而部分银行转向发行长期产品。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逐

步扩大， 银行发行的外币理财产品收

益率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再加上外

币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要受到来自外币

发行国利率以及国内人民币市场利率

等因素的不同程度影响， 因此外币理

财产品投资更为复杂。整体来看，非结

构性外币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全部是

国内银行。 中资银行发行的外币理财

产品接近78%属保本型， 因此在投向

上以债券与货币市场工具为主。

年终岁尾一般是高收益理财的购

买时点，也是很多“飞单” 骗局风险败

露之时。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银行发

生“飞单” 事件，不少投资者损失惨

重。理财分析师建议，投资者哪怕是到

银行购买理财产品也要多长个心

眼———看清楚理财产品是这家银行发

行的，还是其他机构发行的。千万不要

以为只要是从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就

像存款那样毫无风险。 某股份制银行

相关负责人直言，业内“飞单” 横行其

实要反思的是银行业深层次问题。 如

今投资渠道越来越多， 银行存款流失

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但大部分银行

还是把存款作为考核理财经理的主要

指标， 然而理财经理靠老老实实做传

统银行业务已经养不活自己。

上周有消息称，银监会下发《商业

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

见稿）》。 从媒体通过银行内部得来的

文件看，《征求意见稿》 的目标是力求

从根本上解决理财业务中银行的“隐

性担保” 和“刚性兑付” 问题，推动理

财业务向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实现理财

业务健康发展，银行大资管时代正在到

来。 从长远看，此举将增加银行的收入

来源和拓宽业务领域。资产支持证券等

迎来非标转标契机， 存在大发展空间。

此外，项目融资类理财产品值得密切关

注，不排除成为非标创新的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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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续下跌，较上周下滑了0.06个百分点，其

中6至12个月期限产品的周均收益率跌

幅最大，环比下降0.96个百分点。从收益

率分布来看，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

的产品来自股份制银行、 国有银行及

城商行。 其中，农业银行的一款理财产

品以6.7%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3至6个

月期限第一的位置， 上海银行的一款

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6.15%的预期

收益率居6至12个月期限产品首位。

“双12” 来了 股民“喘口气 花点钱”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90后张丽说自己是个炒股 “菜

鸟” 。“两个礼拜前，在家人朋友的怂

恿下，开户买了点儿股票，很快就赚了

不少， 但这周就遇上了调整。 我只想

说，这股市赚钱太刺激了。 我果断卖掉

了股票，虽然没有一开始挣的多，但还

是够我这个‘双12’的消费了。 ”张丽

告诉记者，“双12” 期间，自己要“喘口

气、花点钱” ，迎接明年的“牛市” 。

“搞定”中国大妈

“双11” 刚走，“双12” 又来了。

根据淘宝网发布的消息，今年“双12”

强调创新和体验。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

现，以往电商之间的线上“厮杀” 如今

已烧到线下。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

12月1日开始，连续两周，淘宝网上的

800万家店铺，将提供上亿种特色商品

和4000多种服务。 今年，线下的近100

个品牌、约2万家门店将参与“双12”

活动， 在12月12日当天使用支付宝钱

包付款即可打五折，范围覆盖餐馆、甜

品、面包店、超市、便利店等消费场所。

另一大电商“巨头”京东也不甘示

弱，除了传统的“满即减”优惠外，还推

出了满1212元免息分期、京东网银支付

送红包抽iPad等活动。而京东旗下的新

拍拍网在“双12”期间正式接入微信卡

包，通过这一平台向网友派发过亿元的

拍拍微店通用红包。 此外，国美在线推

出了送红包活动，准备了12亿元的红包

和3150个免单机会。亚马逊中国推出了

1212种低至1折的商品。

“前两天， 我妈竟然让我给她的

手机安装一个支付宝钱包的APP，教

她怎么用，说是要去超市抢‘双12’ 优

惠。 ”张丽笑嘻嘻地表示，作为资深老

股民的妈妈，也没有经受住“双12” 的

优惠，把钱取出来去消费了。

看样子“双12” 的线下优惠，已经

把“中国大妈”搞定了。 据了解，12月

12日当天早上8点开始，在物美、万宁、

世纪联华、新一佳、易初莲花、中百、武

商、浙江人本等13个大型超市品牌，购

物使用支付宝钱包付款可打5折，优惠

封顶50元。 这意味着，购买100元的东

西，用支付宝钱包只需付50元。业内人

士称， 对于商超业态而言，“满100元

减50元” 的优惠力度极为罕见。

不过，要想享受“五折” 优惠有诸

多限制，比如，所有的大卖场品牌，每

个用户只能累计享受一次机会。 在部

分饭店吃饭使用支付宝钱包付款打五

折，但“优惠50元封顶” 。在部分零食、

甜品店和快餐、 面包店用支付宝钱包

付款打五折，也有“优惠封顶20元” 的

规定。根据活动规则，上述三种餐饮类

型，每种仅可享受一次优惠。

另外，“遍布在全国各大城市的

自动售货机，用支付宝钱包花1分钱就

能买饮料。 ” 这个优惠听上去很吸引

人，但据有关人士介绍，购买饮料的数

量是有限制的，每个支付宝账户对应1

个手机号， 也就是每个用户只能限量

购买1瓶饮料。

地产汽车“凑热闹”

“双12” 已经不再是电商之间的

小打小闹， 不少房地产开发商和汽车

厂商也忍不住“插上一脚” 。“错过了

‘双11’ ，还有‘双12’等着你。 ”早在

上周， 不少汽车电商网站上贴出这样

的标语。 在今年的“双12” 期间，汽车

电商展开了各种价格优惠活动。

汽车之家副总裁马刚表示，在

“双12” ，网站推出“12·12购车节” ，

旨在推动汽车电商常态化， 主要汇集

了东风标致、长安马自达、一汽大众、

雪佛兰等品牌，近500款车型参与。 在

12月12日至18日期间，消费者可在汽

车之家查找预购车型， 在线支付499

元购买价值千元优惠券， 最高可抵现

金9499元，到线下指定4S店，与经销

商议价后，并出示使用优惠券。

而淘宝网今年“双12” 搜罗新奇

“物种”并纳入拍品竞价行列，其中包

括海外房产。中国人购买海外房产成为

趋势， 随着互联网拍卖模式的持续走

热，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不动产拍卖。“双

12” 前夕，淘宝首次面向中国消费者推

出“海外房产抄底价拍卖专场” ，包括

新西兰学区房、 加勒比海开曼群岛土

地、美国休斯敦永久产权别墅等在内的

共计70余套海外房产，预估总价值超过

3200万美元（约合2亿元人民币）。

国内不少房地产开发商也开始搭

“双12”便车，比如，中海地产发布“双

12”主题活动全民团长大战，称将整合全

国近30个城市、 超百个项目、 近万套房

源，而在“双11”亿元优惠基础上进一步

升级，将优惠额度交给客户自己去争取。

学会“捂住” 钱包

每年的“双11” 、“双12” 总是让

人心潮澎湃。 但是投资理财人士提醒

消费者要理性制定计划，学会“捂住”

自己的钱包。 这种瞬间爆发的“网上

购物狂欢” 活动，带来非理性消费、道

路交通拥堵等问题。一方面，部分商家

节日前进行调价，活动开始后再降价，

明显诚意不足； 另一方面，“双11” 期

间订单众多，服务难免会打折扣。

不少刚刚经历了疯狂的“双11”

的消费者就深有体会。 在某个论坛上，

一位网购达人吐槽，“‘双11’ 淘了很

多东西， 到手以后发现就不是那么回

事儿了， 当时看图片模特穿得好看就

买了好几件， 可是穿在自己身上怎么

看怎么奇怪……想退货并不容易。”这

位网购达人表示，找到商家后，对方表

示货物已经过了退货时间， 只能换不

能退。 他无奈道，“‘双11’ 快递都爆

仓了，货到手肯定过了退货时间。 ”

对此，不少网店的店主表示，“今年

‘双11’销量增加，退货量也增加，退货

率增长10%，而去年只有3%至5%。 ”

另外，专家和理财人士提醒“张丽

们” ，按照国家规定，网购消费者有7天

无理由退货的权利，也称为“后悔权” 。

新《消法》规定的7天是从消费者“自收

到商品之日起” ，大部分电商也按“按签

收商品之日起”来处理。但是“双12”下

单，很多商品或不能像平常购物一样享

受“7天无理由退货” 。因此，下单前需仔

细查看商品介绍页面，查找是否有“不

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或者提前

咨询客服，以防出现不必要的购物纠纷。

保险备新品迎

2015

□ 本报记者 李超

“双12”到来之际，互联网保险产品进

行调整。 保险公司人士表示，互联网是保险

理财产品销售的理想渠道， 除可降低推广

成本外， 还可通过数据分析较好把握目标

群体。 一方面， 保险公司愿意把握年底时

机，为来年初保费增长积累一些销售经验；

另一方面， 央行降息和保险业相关政策推

动的预期也为保险理财产品销售带来机

会。 保险理财产品费率的制定将对照银行

利率变动进行参考，而费率市场化的推进

会对保险理财产品收益率造成影响。

去年8月，监管层调整传统型保险费

率后， 多家公司提高了产品的预定利率，

在互联网保险销售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承

诺高回报率产品。 在监管层进行规范后，

此类产品的销售量有所收缩。

但保险理财产品并未在互联网上绝

迹。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中国平安等

多家公司都有在近期推出互联网保险理

财产品的计划，但在宣传方式上将尽力避

免触碰监管红线。

继8月国华人寿、珠江人寿、弘康人寿

3家保险公司被叫停电商业务，产品随之

在淘宝官网下线后，近日，国华人寿和珠

江人寿电商业务正式恢复运营，并与以前

推广高现金价值、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的

做法有所差异。

业内人士认为，在保障功能的保险产

品仍然通过互联网销售的现状下，投保人

应全面考虑保障条款和范围、 收益区间、

产品适用度等多方面因素，谨慎选择。 从

政策走向上看，央行降息后，保险公司在

费率制定上有望获得更大空间，新的费改

产品之间的竞争或趋于激烈。而随着万能

险、 投连险等险种费率市场化的逐步推

进， 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产品更加丰富，在

互联网这一渠道上的比拼节奏有望加快。

有分析指出，降息之后，银行存款可

能出现的分流将给保险销售带来机会，适

逢各保险公司备战2015年“开门红” 的时

间节点， 保险理财产品将迎来叠加的利

好。 阳光保险精算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

很多公司为迎接明年“开门红” ，已把银

行端产品设计好，预计降息后此类产品竞

争优势较大，产品收益率会高于银行同期

存款利率。

保险公司电商部门人士表示，“双12”

是检验保险理财产品在网上销售情况的时

机，通过改善产品设计理念和销售方式，保

险公司在互联网渠道销售理财产品会更

加规范，未来此类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相

比将更具竞争力。

避险情绪添金银魅力

□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 谢堃

本周，希腊问题再次引发金融市场大

幅波动，而且包括中国、日本、欧洲股市在

内，全球主要股指大幅调整，避险情绪急

剧升温。有恐慌指数之称的芝加哥期权交

易所VIX指数连续两日涨幅近26%，令资

金寻找贵金属市场进行避险。 同时，美联

储官员发表鸽派言论，印度央行放松黄金

进口，预计短期金价支撑比较明显。

美国经济复苏正在加速，美国全国商

业经济协会（NABE）预计2015年美国

经济将增长3.1%，超过今年的2.2%，这与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最近的预测一致。 同

时，不断改善的就业市场将持续降低失业

率，到明年底美国失业率约降至5.4%。 经

济学家预测明年通胀将保持温和，部分原

因是最近油价的下滑。

美元指数连续三日下跌，因对希腊政

局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前景的

担忧引发避险情绪。美元兑日元最近三日

累计下跌约3%， 为一年半以来最大三日

跌幅。不过，美元走软只是暂时的，其前景

依然亮丽， 因美国有望成为唯一一个6年

来首次升息的发达国家。

欧洲方面，12月9日，当中国股市暴跌之

时， 希腊股市以12.78%的日跌幅“熊冠全

球” ，导火索正是希腊的政局走势。希腊总理

萨马拉斯本周二意外宣布， 将原定于明年2

月15日的总统选举提前至12月17日。一旦萨

马拉斯提出的总统候选人未能当选，很有可

能导致激进左翼联盟执政希腊。就目前情况

来看，政府还没有足够的票数。 相反，民调

显示左翼政党在民众中支持率很高。

12月10日，惠誉国际宣布，将日本目

前A+的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

单。 根据评估结果，可能在2015年的上半

年降低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这一举动的

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过高，而推迟二次上调消费税的

决定无疑使财政赤字风险变得更加严重。

此前美国非农数据靓丽并没有对黄

金形成大幅打压。本周以来，包括中国、日

本、欧洲股市在内，全球主要股票市场大

幅下挫，避险情绪急速升温；美债收益率

也出现大幅回落走势。 证金贵金属认为，

金价将因此受到提振。 此外，近期商品市

场普遍走弱， 黄金却保持较强的姿态，也

令黄金避险魅力得以激发。

白银大级别周期走势和黄金一样，在

全球主要国家经济数据疲软以及主要股票

市场大幅下挫影响下，白银同样受到全球避

险资金青睐。证金贵金属认为，整体来看，白

银仍然弱于黄金， 后期有可能会进行补涨。

日后需关注前期高点附近的压制作用。

互联网彩票大热

□ 本报记者 殷鹏

自从互联网兴起以后，彩民在投彩

站排长队买彩票的场面就越来越少出

现了， 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

更是进一步抢夺了不少投彩站的生意。

数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彩票整

体销量突破 1000亿元 ， 环比增长

2.7%， 而中国网络彩票整体销售规模

达到303.7亿元，环比增速43.4%，远高

于整体销售量。其中，移动互联网彩票

三季度销售规模则达到115亿元，环比

增速164.4%，移动互联网彩票在网络

彩票中渗透率增至37.9%。 从线上、线

下规模变化角度看， 网络彩票对于线

下市场侵蚀效果已经显现。

早在广东、 江苏等地开始销售的

中国福利彩票“快3” 日前登陆北京市

场， 北京市福利彩票中心相关负责人

称，“快3”每天9点至23点50分每10分

钟开奖一期、投注方式多、单注奖金从8

元至240元不等、 最高返奖率59%，适

合智能手机人群的使用习惯，不少彩票

销售APP将其放在首页推荐位置。数据

显示，2014年三季度，彩票APP客户端

销售规模达89.3亿元， 其中彩票365份

额为18.5%，连续四个季度占据客户端

市场首位， 淘宝彩票、QQ彩票客户端

分别以16.2%，14.7%位于第二、三位。

得用户者得天下， 一些彩票公司可

谓费尽心思。今年5月，易方达推出的易方

达货币基金产品“彩金宝” ，七日年化收

益率4.877%，是“基金收益+等额‘现金’

彩票”的收益模式。 6月，余额宝上线彩票

定投工具“永不停彩” ，用户可以设置彩

票种类、每期投注注数和倍数等条件，余

额宝随后按照用户的定制方案从账户中

自动扣除彩金。 更具噱头的产品则出现

在“双11” ，彩票宝推出一款名为“理彩

宝” 的定投彩票产品，是通过投注竞猜

类彩票来实现盈利， 这种定投方式声称

高达22%的年化收益可谓赚足了眼球。

风向标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14 年 6 月，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5.27

亿，手机上网比例为 83.4%，首次超越 PC 上网比例

80.9%， 手机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 在这样的环境

下，2014 年移动金融势头发展迅猛，移动支付用户

比例成倍增长。

笔者从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获悉， 截至 2014 年

12 月 7 日，华夏银行“小龙人” 移动银行客户数突

破 150 万户，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成为华夏银行为

适应互联网金融发展，打造“第二银行” 的又一项

成果。

华夏银行自今年 2 月向社会推出“小龙人” 移

动银行产品以来，以其“安全、方便、快捷” 的用户

体验，得到了用户的厚爱，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

可。在 12月 3日举办的“第十届中国电子银行年会

暨中国移动金融发展论坛” 上， 华夏银行荣获了

“中国移动金融最具竞争力银行奖” 。

“小龙人” 移动银行的推出是华夏银行全面向

“智慧” 电子银行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小龙人”

移动银行通过智慧化设计， 在手机银行、PAD 银行

的基础上，整合多种新型业务模式，可为客户提供金

融、生活、投资、购物、娱乐等“五位一体” 的全方位

移动金融服务。 在“智慧” 服务上，为客户提供了智

慧搜索、智慧理财、“摇一摇” 等灵活的操作和便捷

的体验。“智慧”小龙人移动银行通过智慧化的金融

服务，在迎合客户习惯的同时无缝接轨互联网金融，

可引领客户全面进入“移动金融新生活” ，打造“好

用” 的移动银行。

华夏银行积极布局移动金融领域，除了“小龙

人” 移动银行外，还推出了自己的微信银行、直销银

行。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将进一

步加快推进金融互联网化进程， 将更多传统金融和

移动金融产品进行整合，提升“第二银行” 在移动金

融领域的竞争力。

华夏银行打造一流移动银行 客户数突破 1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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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迅速，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也开启了新的经济时代。 很多行业迅速被互联网

颠覆和渗透，银行业也不例外。 国内各家商业银行逐渐

加入互联网金融大军，其中华夏银行首当其冲，将互联

网与金融深入融合，在同业中首创“平台金融” ，为中

小企业提供一系列互联网金融服务。

据笔者从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了解到， 已有超过

15000 户中小企业从该行“平台金融”服务中获益。 截

至今年 11 月末，“平台金融” 贷款余额已超过 32 亿

元。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华夏银行“平台金融” 已

经在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供应链金融、市场商圈三个领

域成功应用，实现了电子国内保理、电子订单融资、未

来提货权电子保兑仓等一系列电子化融资业务模式。

将传统小微企业贷款服务与企业的信息流、 资金

流、物流有效结合，是“平台金融” 的核心。 据华夏银行

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由于很多中小企业处于产

业链中上游， 日常经营中经常碰到下游客户资金结算

周期长甚至拖欠货款情况， 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

难。 针对这种情况，华夏银行用“平台金融”服务方式核

定合作额度，核心企业的上游供应商可凭该企业的交货

记录在网上申请贷款，整个贷款流程只需 10 分钟。

除此之外，华夏银行“平台金融” 为客户提供在线

融资、现金管理、跨行支付、资金监管、资金结算等一系

列电子金融服务，重点面向小微客户服务。“平台金额”

能够有效提升客户的金融业务便捷化，将支付、结算等

结合起来，客户灵活度非常高，可以在系统中随借随用、

按日计息。

“平台金融” 的老用户李经理说：“‘平台金融’ 既

能满足代理商的融资需求，也帮助我开拓了市场，使我

在竞争中更有效率。 ”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华夏银行“平台金融” 在行业

中开辟了新的业务模式， 是互联网与金融的创新融合，

非常适应当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将会有较好的发

展前景。

华夏银行“平台金融” 用互联网思维服务中小企业

昊樽 30葡萄酒指数十一月份整体回顾

昊樽期酒·2014 年 12 月 3 日

注：上述葡萄酒价格为 Liv-ex上记录的截至 2014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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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00

238.58

月度环比

0.50%

0.29%

半年

-1.34%

1.08%

年度

-8.99%

-10.96%

1

年期

-

5.39%

5

年期

-

2.86%

时间：截至

2014

年

11

月末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Chapelle�Ausone

Petrus

Mouton�Rothschild

环比涨幅

16.82%

4.55%

3.64%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Talbot

Opus�One

Pichon�Baron

环比跌幅

-8.66%

-7.63%

-6.19%

时间：截至

2014

年

11

月末

截至 2014 年 11 月末，昊樽 30 指数（BHC�30�Index）报收于 985.00

点，较 2014 年 10 月末点数（980.02 点）上涨 4.98 点，环比涨幅 0.50%。

同期，Liv-ex100 指数报收于 238.58 点，环比上涨 0.69 点，涨幅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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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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v-ex-ch.com)

海外酒庄并购业务

服务热线：010-65547166�

微信公众平台：BHCwin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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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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4 3,586,095,853.10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1.0835 3.0675 3,250,444,854.97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4688 3.8068 2,937,677,786.13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0594 2.6309 2,118,818,016.31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2652 3,795,672,014.30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0319 2,063,782,884.48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1170 3.4750 3,351,041,340.56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