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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信托喜迎春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2014年末，在一家信托公司的投

资策略年会上， 股市成为主办方与众

多投资者的共同话语。

事实上， 自2014年三季度以来A

股走牛，一些习惯于投资房地产信托、

政信合作产品的高净值客户， 正在将

目光转移至A股市场， 一些信托公司

也开始发力证券投资信托业务。 但对

于众多投资者而言， 该如何享受这场

证券投资信托盛宴？业内人士表示，由

于证券投资信托产品模式较多， 不同

模式对应不同的收益和风险特征，投

资者应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谨慎选

择，切忌盲目跟风。

信托联手公募发产品

中诚信托官方微信显示，中诚信托

将与招商基金专户管理团队合作，发行

一只集合资金证券投资信托产品。

据悉， 该产品将由招商基金总经

理助理、 专户投资总监杨渺担任投资

经理，中诚信托履行监控职责。业内人

士认为， 相比由私募基金担任投顾的

传统阳光私募产品， 这只产品与公募

基金的专户团队合作， 其业务模式目

前并不多见。

实际上， 这正是在A股赚钱效应

显现， 证券投资信托产品日渐丰富的

一个缩影。目前，信托公司开展的证券

投资信托业务模式， 既有信托公司亲

自下达指令的主动管理型模式； 也有

通过受益权的结构化分层安排， 由劣

后投资者担任管理人模式； 还有选择

投资顾问型模式， 由私募基金担任管

理人。业内人士介绍，目前阳光私募信

托产品、 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产品是

证券投资信托的主要产品模式；此外，

TOT（即信托中的信托）也开始受到

一些信托公司推崇。

在阳光私募产品中， 一般由专业

的投资管理机构担任投资顾问， 这类

产品为非结构化产品， 投资者享受投

资带来的浮动收益。 而在结构化产品

中， 选择优先级受益人的投资者享受

预期固定收益， 选择劣后级的投资者

在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也有机会获得

较高的投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构化产品中，

伞形结构化信托产品伴随着A股升

温，凭借着其高效的成立速度、灵活的

投资范围以及较高的杠杆配资大受投

资者青睐。

此外， 除直接投资A股市场的证

券投资产品外， 一些信托公司亦将产

品线延伸得更为广泛。 中诚信托相关

负责人表示， 该公司的证券投资信托

产品将涉及定向增发、并购/PE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 日渐火爆的新三板引

发信托公司关注， 华东某信托公司正

在筹划发行一只投资于新三板挂牌企

业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证券投资信托迎春

日渐丰富的产品所折射的正是证

券投资信托迎来“第二春” 。

据业内人士介绍， 证券投资信托

的上一次火爆缘于“打新股” 。 据悉，

2007年新股发行额爆发式增长，全年

共有122只新股在沪深两市上市，新

股上市首日收盘价平均涨幅高达

191.36%。 这一市场情况使得信托公

司在当年发行了大量以打新为主的证

券投资信托产品。 一位资深信托从业

者感慨道：“那个时候，信托公司简直

是赚钱赚到手软。 ”

而这一次， 则得益于A股市场从

2014年三季度以来的走牛。 中国信托

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三季

度，证券投资信托规模为1.74万亿元，

相比2013年末的10.55%占比， 上升

3.72个百分点。 中国信托业协会专家

理事周小明表示， 资金信托对证券投

资占比的提升， 缘于资本市场投资价

值的显现以及投资多元化资产配置需

求等市场因素。

一些嗅觉敏锐的信托公司，亦将此

视为业务转型的突破口。 例如，一向以

房地产信托业务见长的四川信托公开

宣布将大力发展证券投资信托业务。

投资者当善辨

A股赚钱效应的显现使得投资者

对于证券投资信托产品的兴趣显著

增加，而多样化产品的供给又进一步

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 不过，一些信

托业内人士建议，投资者在选择证券

投资信托产品时，应当坚持“知己知

彼” 原则，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毕竟

不同的产品类型有着不同的风险和

收益特征。

中诚信托信托业务部执行总经理

郑海帆表示，从“知己” 角度，首先投

资者应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根

据自身的证券投资能力、闲暇时间，以

及风险偏好来设定投资目标；其次，不

同的投资者群体， 在其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 所能投资的证券产品是不一样

的；再者，具备丰富专业知识或具有较

高证券投资能力的投资者， 根据其资

产配置情况， 可以进行组合投资。 从

“知彼” 角度，应深入了解不同层次、

类别证券产品的不同特性， 不同金融

机构推出的同类证券产品之间的差

异， 同类金融机构推出的同类证券产

品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类证券产品、

同类证券产品的设计理念。

格上理财研究员王燕娱表示，阳

光私募产品比较适合有一定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者， 不过在当前二级

市场情况良好的情况下， 建议稳健

型投资者可适当配置。 她提醒投资

者，在选择阳光私募产品时，应当掌

握基金的业绩归因及投资风格；熟

悉基金经理的过往投资经历， 私募

基金的投资理念、 投资策略及风险

控制措施；了解公司基本面情况，如

投研团队、 股权结构、 公司治理情

况、管理规模等。

对于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产品的

优先级，王燕娱认为，由于有劣后级这

个安全垫，其安全性相对较高，但缺点

是它与普通信托产品收益相当， 不能

享受二级市场带来的超额收益。

对于结构化证券投资产品的劣

后级， 一位不愿具名的信托公司高

管强调， 投资者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切忌盲目跟风。

“现在伞形信托很火，我了解到一些

大妈级投资者也作起了劣后级，实

际上这种建立在较高杠杆上的风险

值得警惕。 ”

银行理财

理财品收益回归

5

字头

□ 本报记者 殷鹏

元旦过后，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

不再坚守圣诞、元旦前“飙6” 的节奏，

纷纷跳水下滑，高收益产品逐渐减少。

在2015年初新发行的理财产品中，大

多数理财产品收益率回归5字头，股份

制银行甚至达到5.5%至5.9%。 银行业

内理财师表示， 目前各种理财产品回

归稳定，建议理财者可中长期结合，做

合理的理财规划。

大起大落的股市让不少投资者捏

了一把汗，也让一些人稳赚。 股市“新

常态” 已成为热词，从经济新常态到

股市新常态，人们纷纷热议。经济新常

态必将带来理财“新常态” ，让金融理

财产品的风险收益比回归合理化，有

利于股市提升。从去年开始，银监会加

强对信托产品的监管， 信托神话开始

动摇； 就连被老百姓认为最靠谱的存

款，也可能不再高枕无忧。

随着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以及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逐渐下降，风险较

低而收益率较高的票据理财成为众

多投资者的新宠。 各类P2P票据投资

平台上的票据类理财产品多次出现

开售几分钟后即告售罄的情况。 但与

对票据理财产品高回报的青睐程度

相比，普通投资者对票据业务的风险

防范意识则低得多。 最近的一起票据

挤兑事件， 给狂热的P2P票据产品市

场泼进一盆冷水，同时也给投资者上

了一堂风险课。 尽管还没有明确的

P2P方面的监管文件出台， 但是一些

P2P平台主动提出按照银行的风控标

准，不碰“四条红线” ：一是明确平台

中介性；二是明确平台本身不提供担

保；三是不搞资金池；四是不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

2014年以来，广东连续发现数起

银行“飞单” 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 近日， 从广东省银监局获悉，从

2014年7月至今，辖内7家国有及股份

制银行共发生9起“飞单” 事件，涉及

客户资金3.36亿元， 引发至少10批群

体性上访维权事件， 严重损害了投资

者利益和金融机构声誉。 据了解，“飞

单” 是指银行个别员工与社会人员内

外勾结， 私自销售非本行自主发行的

理财产品、 非本行授权和签订代销协

议的私募基金等第三方机构理财产

品，部分涉嫌非法集资。

据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统

计， 本周银行理财产品周均预期年化

收益率达5.2%， 较上周下降0.14个百

分点。各期限周均收益率均有下跌，其

中15天至1个月期限理财产品周均收

益率跌幅最大， 较上周降低了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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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来自平安银

行、南京银行、广发银行、江苏银行、南

充银行。统计显示，大多数高预期收益

率产品的收益类型是非保本浮动类。

其中， 南京银行的一款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63天期限）以6.2%的预期

收益率夺得了1至3个月同期限第一的

位置； 而江苏银行的一款非保本浮动

收益产品以6.7%的预期收益率居6至

12个月期限产品首位。

注：

１

、本表所列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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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15

年

1

月

9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投保看台

各类期限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均有下跌

以上数据来源：巨灵数据

&

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保险理财争开门红

□ 本报记者 李超

保险公司在2015年冲击“开门

红”的行动如期而至。与往年稍有不

同的是，这次的准备略早了一些。保

险业内人士表示， 一些公司在2014

年“双12” 的时候推出了类似“专

供”形式的产品，首先试探了市场反

应，以此作为制定“开门红” 推广方

案的参考。

而作为冲击保费规模的组成部

分之一，保险理财产品成为保险公司

特别注重的销售内容。中国证券报记

者了解到，目前，多家保险公司推出

预期收益率超过6%的理财产品，部

分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接近7%。

业内人士认为，在冲“开门红”

的阶段， 这样的理财产品在一定程

度上有助于保险公司快速实现业绩

目标，以争取市场先机。 同时，在与

银行理财等产品竞争中， 如果一味

地为了冲业绩而有意或无意忽略了

保险产品的本来属性， 则不仅无助

于长期声誉的管理， 也不利于获得

明显的竞争优势。

机构人士表示， 消费者在购买

保险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对于“预期

年化收益率” 和“保单最低保证年

化结算利率” 的概念也应做到心里

有数。预期年化收益率能否兑现，取

决于保险公司运作情况好坏和投资

效果的优劣。 而保单最低保证年化

结算利率则是消费者可以在到期时

获得的保本回报。

据了解， 目前监管层规定保险

公司不能承诺理财类保险产品的收

益率， 但一些保险公司会以预期收

益率的推广方式吸引投保人， 大家

应认识到此类数据的不确定性。 投

资收益与市场环境、 不同保险公司

投资策略、 风格及投资能力都有关

系， 在选择产品时可将目标产品公

司的历史结算利率作为参考。

此外， 监管层正着力排查和防

范与理财产品相关的洗钱风险。

2015年1月8日， 保监会网站发布了

《保险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

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规定了保

险机构开展洗钱风险管理和客户分

类管理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 《指

引》指出，洗钱内部风险评估重点考

察产品风险以及与保险业务直接相

关的操作风险，包括产品属性、业务

流程、系统控制等要素。 其中，产品

属性要素主要考察产品本身被用于

洗钱的可能性， 保险机构应综合考

察保险产品， 特别是投资性理财产

品，与投资的关联程度越高，越容易

受到洗钱分子的关注， 其相应的洗

钱风险越高。

保险公司人士认为， 保险理财

产品正处于“开门红” 、费率市场化

改革、 风险排查等多方面影响叠加

的关口， 这个时候更要注意产品设

计和销售方面的合规性，严控风险，

以适应市场竞争要求。

金市静待非农数据

□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 谢堃

本周，美国发布了中性的会议纪要和

良好的经济数据，这使得避险情绪得以暂

时缓解，现货金回吐了部分升幅后，依然

站稳1200美元/盎司上方。 市场焦点将转

移至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美国公布的两项重要的经济数据

ADP就业人数和贸易账均表现良好。 具

体数据显示， 美国2014年12月ADP新增

就业人数达24.1万人，好于预期。至此，有

小非农之称的私人部门就业数据已连续

6个月高于20万人，显示出美国就业市场

稳步复苏。 此外，美国11月贸易赤字降至

390亿美元，低于预期，为2013年12月以

来最低。 两项数据都对美国经济复苏构

成利好。

美联储公布的FOMC会议纪要内容

偏中性，公布之后各主要资产价格变动不

大。 对于美联储升息的时间点，美联储官

员认为2015年4月之前利率不大可能上

升，大多数与会者认为，“耐心”一词表明

FOMC可能不会在未来几次会议上启动

利率正常化， 耐心意味着 “未来两次会

议”不加息。 美联储还强调首次加息时间

将取决于新的经济数据。

由于美联储会议纪要内容偏中性，

因此未对金银构成明确指引。 指引行情

的重要任务再次落到非农数据肩上。 目

前市场预期为24万人，前值为32.1万人。

从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来看， 非农数据

继续站稳20万人之上应该是大概率事

件。 但能否对金银构成重大利空则是未

知数， 毕竟利好非农已经被市场有所消

化。 反之，如果数据意外低于20万人则会

对金银构成重大利好， 金银在这种情况

下会选择报复式上涨。

证金贵金属认为，希腊问题以及欧元

区整体经济问题的担忧；油价的下跌与欧

美股市双双大跌激发避险情绪；近期中国

实物黄金交割量持续高于均值水平，内外

盘溢价上升带动了本周黄金走强。但美元

指数的上涨和原油的下跌仍让大宗商品

面临下行压力。

本周初银价表现强势，但上行压力明

显增大。 证金贵金属认为，美国经济持续

改善，美元指数保持强势，会压制白银表

现。 技术上看，银价当前处于均线系统之

上，MA5以及MA10继续向上发散 ；

MACD指标快慢线零轴下方金叉且向上

发散，红色能量柱明显增长。 4小时看，银

价本周三的回调向下击穿了MA5以及

MA10， 上方则受MA20、MA60线压制；

MACD指标快慢线高位收口有死叉趋势，

红色能量柱减少。 综合来看，短期做多动

能逐渐消退。

聚拢粉丝 造节理财

□ 李宝富

传统意识中， 理财产品总是给人一

副“冷冰冰” 的面孔，既不像娱乐明星那

样可以让人为之激情呐喊， 也不像手机

数码那样可以让人着迷地把玩、 体验与

“粉丝” 二字很难搭上关系。 但是不久前

举行的一次“理财节” 一改人们的传统

认识， 充分展现了理财同样可以有血有

肉、有感情基因，将用户变成忠实粉丝的

热情一面。

日前，悟空理财“空粉节” 在北京

拉开帷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名

“空粉” 与悟空理财团队成员欢聚一

堂、亲密互动、分享理财经验，热闹程度

丝毫不亚于此前举行的小米手机“爆米

花节” 。

玖富创始人兼CEO孙雷表示，衣食

住行用等各类产品与互联网结合得日

趋紧密，金融理财也不例外，一款理财

计划想要在移动互联网端快速赢得用

户的好感， 首先需要具备品牌亲和力。

传统理财产品中，灵活性、高收益不可

兼得，或者要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而这

些束缚无形中拉大了与投资者的心理

距离。 悟空理财CEO� Jason表示，得益

于对移动互联网金融市场需求的深入

挖掘，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理财技术的

支持，可以提高理财产品的整体收益率

并兼顾流动性需求。 不过，创新的理念，

有竞争力的产品，虽然可以在短时间拓

展大量客户，但要想把这些客户转变成

忠实的粉丝，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 除

了希望产品能够给广大客户带来源源

不断的高额盈利之外，更希望与广大客

户建立长久的友情，建立起亲密的互动

关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东哥成为悟空理

财的粉丝，随着对产品的深入了解，小东

哥毛遂自荐做了一名“暖男”客服。 他个

人经历丰富，做过教师、跳过街舞……很

快在悟空理财粉丝圈里建立了非常高的

人气。 他说：“做理财工作是一件非常开

心的事， 我非常清楚粉丝们关心的问题。

在这里， 我不仅可以感受到家的温暖，更

重要的是我可以用我的工作，服务更多像

我一样的人。 ”

贵金属投资

理财前沿

期限 本周均收益率（%） 区间（%） 上周均收益率（%） 区间（%） 预期收益变动（%）

≤7

天

4.33 3.7-5.5 4.57 3-5.8 -0.23

8-14

天

3.60 3.2-3.9 5.22 3.7-5.8 -1.62

15

天

-1

月

3.98 3.8-4.15 5.65 3.8-8.3 -1.68

1-3

月

5.19 0.75-6.2 5.39 0.7-9 -0.20

3-6

月

5.35 0.93-10 5.36 0.8-10 -0.01

6-12

月

5.12 1.84-6.7 5.29 1.8-9.6 -0.18

12

月

≥ 5.26 1.8-6.6 5.38 1.8-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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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类型

≤7

天

5.5

平安财富

-

周添利

(

保本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2

年

1

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

认购期

:2015

年

1

月

5

日—

1

月

6

日

)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8-14

天

3.9

平安财富

-

双周利

(

保本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2

年

2

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2015

年

1

月

6

日

)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5

天

-1

月

4.15

平安财富

-

月添利

(

保本夜市

)

现金管理类

2014

年

236

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3

月

6.2

“珠联璧合

(1405

期

18)

”

63

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

南京

)

(A72413)

南京银行 非保本浮动

3-6

月

10

广发银行“欢欣股舞”

2015

年第

5

期

(

沪深

300

指数期末双向

连续型带触碰条款

-

偏看涨方向型

)

人民币理财计划

广发银行 保本浮动

6-12

月

6.7

“聚宝财富

2015

分行特供第

3

期

(

镇江

)

”人民币理财产品 江苏银行 非保本浮动

12

月

≥ 6.6

熊猫理财尊享系列

D

计划

14011203

号

01

期理财产品 南充商行 非保本浮动

IC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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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5 3,646,461,709.41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066 10,066,020,151.76

500038

通乾基金

1.5890 3.9270 3,178,080,943.57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0351 2.6066 2,070,288,187.83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2293 3,688,017,154.88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0452 2,090,365,567.41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1570 3.5150 3,470,653,963.74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