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测报告显示

客户最关注银行理财能力

□ 本报记者 殷鹏

1月15日，第三方金融分析研究

机构银率网发布的 《2014年度

360°银行评测报告》显示，用户对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的关注度较2013

年增长了一倍， 银行理财能力成为

用户更换银行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该份报告显示，2014年有

50.2%的受访者购买过银行理财产

品， 这一比例是近5年来首次突破

50%。 从年龄分布来看，23岁至35

岁的青年人群占主导，但占比大幅

下降；36岁至60岁的中老年人的

占比上升明显。 此外，经济发达地

区的人群购买比例明显偏高。在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时，投资者首先关

注的是产品收益， 诸如收益是否

足够高、是否保本、是否能保证收

益。 其次考虑产品风险，如银行的

风险控制能力、 银行的信誉度好

坏。 最后考虑的才是购买是否方

便、银行的服务和宣传等因素。

至2014年底，已有14家银行

上线直销银行。 评测结果显示，直

销银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个

新鲜事物，普及率很低，仅11.43%

的受访者是直销银行客户。 造成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客户对直

销银行业务不了解， 对其安全性

有所怀疑。 此外，直销银行的用户

体验度也有待提升。 直销银行的

业务中， 最吸引用户的是理财产

品，其次为智能存款业务和基金。

银 行 评 测 数 据 显 示 ， 有

52.8%的受访者在2014年购买过

互联网理财产品。 有超过50%的

中国家庭，在2014年投资互联网

理财的额度高于银行理财产品。

受到家庭收入的限制，年收入在

12万元以下的家庭投资更集中，

互联网理财投资比例超过70%。

在互联网理财中投资10万元

以上的投资者迅速增加。 投资金

额在5万元以下的投资者主要集

中在年收入12万元以下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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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期限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提高

昊樽 30葡萄酒指数十二月份整体回顾

昊樽期酒·2015 年 1 月 8 日

注：上述葡萄酒价格为 Liv-ex上记录的截至 2014年 12月末的市场价market�price，按实时汇率进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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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较 2014 年 11 月末点数（985.00 点）上涨 9.66 点，环比涨幅 0.97%。

同期，Liv-ex100 指数报收于 238.50 点， 环比下跌 -0.08 点， 跌幅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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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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兑付”难持续

“买者自负” 理念亟待深入人心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2014年，信托业资产规模高歌猛

进，挺进13万亿元。 这一年，信托业通

过互联网等渠道被更多普通投资者

所了解和熟悉；这一年，据不完全统

计，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

信托产品兑付风险事件。 同样是在这

一年，信托业保障基金宣告成立。

专家和业内人士指出，规模数百

亿元的信托业保障基金，不仅能够维

护风险渐增的信托业，亦将逐步打破

所谓的“刚性兑付” ，同时还能隔离

信托业风险“传染” 。 另据了解，《信

托公司信托业务尽职指引》、《信托

公司监管评级》等后续监管文件正在

讨论与征求意见。

房地产信托“埋雷”

2015年新年伊始，佳兆业的危机

仍在发酵。 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信托产

品、信托公司难免遭受“池鱼之灾” 。

据媒体报道，其所涉存量信托融资规

模高达70亿元，至少涉及四家信托公

司：外贸信托、爱建信托、平安信托、

华润信托等。

平安信托此次信托计划募集规模

超25亿元，金额较大，而且将于近期到

期。 平安信托方面表示，针对目前续存

产品，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投资人

利益。 外贸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公司并没有未披露事宜，公司将严格履

行受托人职责，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与此同时， 恒盛地产爆发危机也

被曝牵连四川信托和中融信托。 一时

之间，房地产信托似乎遭遇“十面埋

伏” 。实际上，近年来，房地产信托产品

的风险与走势， 始终受到市场各界关

注。 信托业内人士表示，“房地产信托

业务多年来都是各家公司占比最高的

业务。 不过，最近一两年，整个行业开

始谋求转型，收缩这块业务。 ”中国信

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

新增4030.94亿元房地产信托，较上年

同期（4750.97亿元）下降了15.16%。

不过，信托业内人士指出，即使

是最让人担心的房地产信托，2015年

也不会形成区域性风险和系统性风

险。 因为目前房地产信托的主流模式

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抵押物

充足、抵押率合理。 在土地价格没有

出现大幅回落时，债权追索有效。 虽

然没有系统性风险， 但预计局部的、

地区性风险暴露难以避免，2015年风

险暴露的房地产信托产品，风险源是

信托公司在前期产品开发、产品管理

过程中的操作风险。

中国信托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4年12月以及2015年3月至6

月信托项目到期兑付比较集中。 其

中，2015年3月至6月将到期信托项目

分别为1788个、1328个、1454个和

1428个，到期规模预计分别为5261.3

亿 元 、4343.7 亿 元 、4093.7 亿 元 、

4232.5亿元。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

2015年3月到期规模高于其他月份。

保障基金剑指“刚兑”

风险总是与机遇并存。 对于信托

业内而言，2014年末成立的信托业保

障基金，或许就是打破行业多年来形

成的“刚性兑付” ，进行市场化运作

发展的重大机遇。

据了解， 信托保障基金公司是经

国务院同意， 由银监会批准成立并负

责监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由中国信

托业协会联合13家信托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注册资本115亿元。 银监会非银

部负责人曾透露，注册资本中，信托业

协会代表68家信托公司出资占一部分

比例。 银监会非银金融机构监管部相

关负责人指出， 目前信托资产的存量

为13万亿元，信托周期一般为三年，以

每年换手1/3估算，2015年新发信托

规模为4万亿元。 按照新发项目上缴

1%作为保障基金的规则，预估2015年

信托保障基金规模将达到400亿元。

专家和信托业内人士表示， 这种

机制安排有助于维护信托行业稳定，

有助于落实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

制，有助于稳妥解决所谓“刚性兑付”

问题， 有效防范信托公司及其股东的

道德风险。 针对信托公司或产品出现

风险，原则上按照“债务重组———外

部接盘———履行恢复与处置计划———

动用保障基金” 的顺序进行风险处

置。保障基金作为最后手段，参与对信

托公司的有偿救助，而不是损失赔付。

普益财富研究员范杰认为，保障

基金除了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之外，

主要作用即作为最后贷款人为信托

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但使用并不会频

繁，而是在信托公司破产、关闭、重组

时才会使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行业

保障基金更像是对生前遗嘱的补充。

树立“买者自负” 理念

信托业内人士坦言，“刚性兑付”

的隐性担保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

信托行业近几年的爆发式增长， 也在

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信托机构坚守受益

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但随着行业规

模不断扩大，“刚性兑付”显然难以持

续，“买者自负”亟待深入人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

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当前

随着信托产品陆续到期兑付，我国宜

坚持信托本质，在强调信托公司信托

责任的基础上，打破“刚性兑付” ，坚

持“买者自负” 的信托风险文化。

虽然信托业内“刚性兑付” 的潜

规则仍未被打破， 但从保护投资者的

角度来看，树立信托投资者“买者自

负” 的风险理念日益迫切。 对于投资

者而言， 不能迷信所谓的 “刚性兑

付” 。 监管层推进卖者尽责、买者自负

的信号已十分明显，不能再把“信托

高收益、高风险” 当“耳旁风” 。 投资

信托需要“一看二慢三通过” ，在重视

收益率的同时，要对销售渠道、公司

实力、产品投向以及融资方实力等进

行全面考量。 对于所投资产品的合同

条款更要仔细研读，特别是有关风控

的条款，避免似是而非的理解，切实

维护好自己的利益。

避险情绪渐升温

金价反弹料延续

□ 证金贵金属研究员 谢堃

整体上，金银处于反弹格局当中，后市

可能继续上行。

美国方面， 本周三美联储公布的褐皮书

较为乐观，增加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美元指数维持高位强势整理， 压制贵金属反

弹。 褐皮书报告称，2014年11月和12月美国

经济活动继续扩张，这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情

绪；美国大多数地区经济温和增长，消费者

开支继续扩大，零售销售同比温和上升。 美

国经济运行在健康轨道中，在美元持续走强

的打压下，贵金属上行压力逐渐增大。

欧洲方面， 希腊将在1月25日举行大

选，左翼联盟党（Syriza）支持率激增，处于

领先地位，该党上台可能导致希腊退出欧元

区。 市场正在密切关注希腊政局动态，一旦

左翼政党上台， 金融市场有望发生动荡，包

括股票在内的风险资产将被投资者抛售，黄

金的避险光芒将再度闪耀。

此外，由于经济持续疲软，欧央行可能推

出更多的宽松货币政策。 欧元汇价持续走低，

本周欧元兑美元创出九年新低，拖累了贵金属

走势。欧元持续下跌，短期令金价承压，一旦欧

洲央行推出QE，则中长期利于金价反弹。

在世界银行下调2015及2016年全球经

济增长预期后，大宗商品本周三大跌，伦敦铜

价被一波停损卖盘推至五年半低点， 沪铜触

及跌停板。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三个月期

铜一度暴跌7.1%至每吨5445美元。 市场担忧

原油下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经济低增长和

通缩威胁抵消。 虽然大宗商品暴跌一度拖累

金银价格回调，但金银仍受避险需求支持。

黄金走势较为特立独行， 并未跟随大宗

商品整体走跌， 主要原因是避险属性重新得

到市场认可。 本周三原油的表现也是阴跌之

后的首次较为强势的反弹， 美元方面探底回

落，10日均线成为能否进入调整期的关键性

位置。自2015年开始，黄金市场的表现不再过

于疲软，而是展开延续性较强的反弹行情。 不

过，在大宗商品影响之下，走得并不是那么干

脆利落。 证金贵金属认为，近期的重点一定要

放在1225美元/盎司位置的得失，这成为影响

黄金交易多空分水岭的点位。

白银近期走势明显弱于黄金，主要原因

是面对全球大宗商品暴跌，黄金更多地体现

出金融避险属性，而白银除了金融和避险属

性外，其商品与工业属性是其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这也是近期白银较黄金弱化的原因。

证金贵金属建议， 关注白银能否再次站稳

MA5以及前期平台整理上边界3300点。 另

外，短期的避险情绪难以消除，这种情况下，

白银后续有望继续展开上涨行情。

银行理财

挂钩股票理财产品收益可观

□ 陈洋

进入2015年，A股市场继续攀升，

上证指数达到3300点。股市的持续高温

蔓延到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多家银行官

网显示， 除了常规投资于同业拆借、国

债等领域的理财产品外，一些挂钩股市

的产品纷纷涌现。 比如某国有银行发售

的 “看涨沪深300指数人民币理财产

品” 为非保本浮动类型，其预期最高收

益率达到7.90%； 某行的 “欢心股舞”

2015年第5期偏看涨方向型人民币理财

计划预期最高收益率达到10%。

元旦过后，银行整体资产池中的标

的收益率都不算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

有收益率特别高的理财产品出现。 值得

注意的是， 银行结构性产品在A股一路

向“牛”的情况下明显增多。对此业界认

为，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不会太高，但

会阶段性出现高点。 某资深业内人士指

出：“伴随着股市上涨，银行结构性理财

产品不少直接挂钩沪深300指数， 其前

景颇为乐观。若投资者看好未来股市，可

适当投资相关产品。 ”该人士表示，春节

前银行往往会发行一批高收益率理财产

品，来吸引储户的“年终奖” 。所以，春节

前市场或会再现高收益率产品。

近期 ， 金融市场上资金流向的

“冷” 、“热” 对比很扎眼。 一边是去年

红极一时的宝宝类货币基金理财产品

首次出现整体规模负增长；另一边是沪

深两市在2014年最后两周期间，新开A

股账户达86万户。 出现资金的跷跷板效

应，有两个原因：一是互联网理财产品

的渠道优势难掩“内功” 不足。 二是随

着公众对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入的信心

不断提升，股市大热。 宝宝类理财产品

挂钩的货币基金主要投资银行大额协

议存款， 随着2014年四季度央行降息，

资金面紧张程度有较大缓解，协议存款

利率明显下滑，这对宝宝类产品的收益

率压力很大。 宝宝类产品的收益率下

滑， 也让用户的资金进一步向定期理

财、中长期理财产品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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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较上周下降0.02个百分点。

多数期限产品的周均收益率均有提高，

其中8天至14天期限的理财产品周均收

益率增幅最大，较上周提高了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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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银

行、浙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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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的一款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产品以6%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

15天至1个月同期限第一的位置； 而浙

商银行的一款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

11.7%的预期收益率居6至12个月期限

产品的首位。

保险理财拼收益

□ 本报记者 李超

“开门红” 一炮打响后，各家保险公司

在理财产品上继续发力。 相比银行，保险理

财产品提出的“预期年化收益率” 依然高

企。 但同时，监管层在密切关注消费者权益

保护和教育工作， 通报相关案例并警示风

险，努力规范保险理财产品的销售行为。

机构人士称，2015年理财市场冷热不均

的情况未见明显改观。 一方面，银行理财市

场延续降温惯性， 罕见预期年化收益率超

6%的理财产品；另一方面，多家保险公司相

继推出为数众多的预期年化收益率高于6%

的理财产品，尝试扩大市场份额。

2014年， 监管层以多种形式规范保险

理财产品。 在电商渠道取得发展的背景下，

保监会还就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征求意见，

明确了严禁片面使用“预期收益率”等描述

产品利益的宣传语句的原则。

但实际上仍有部分保险公司在推出产品

时强化这一因素。 业内人士称，出于在理财市

场与银行等其他类机构竞争的考虑， 部分保

险理财产品一再将“高收益率”突出标识，特

别是在互联网渠道上， 这种强化更容易吸引

眼球。 保险公司在投资端得益于政策推动和

2014年末股市、 债市行情等多重因素叠加刺

激，在投资范围和收益上确实有可观进账，从

而可以在承保端产品收益率上更有底气。 但

如过分强调预期收益率，有违规之嫌。

业内人士提醒，投保人或出于投资目的

的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理财产品时， 应区分

“预期年化收益率” 和“最低保证年化收益

率” ，后者大多停留在2.5%的水平，前者则要

看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能力和经营情况。

随着大众对保险产品消费需求进一步

释放，保险理财产品作为金融服务工具的属

性可被进一步强化，但同时保障功能应更被

强调和普及。 目前，保险公司已经开始通过

推出组合式的产品， 在实现保障功能的同

时，为投保人提供更多的理财空间。 部分险

种通过普通型年金产品与万能型保险的组

合，使主险的各项生存类保险金自动进入附

加万能险账户，以月复利方式累积增值。 附

加万能险账户每月公布结算利息利益，投保

人可以灵活支配。

2015年1月初，保监会通报的侵害保险消

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中， 民生人寿因利用

银行理财沙龙误导销售遭到点名。 2013年5

月， 广西保监局在对民生人寿广西分公司的

现场检查中发现， 该公司与工商银行广西分

行营业部共同举办“VIP客户理财沙龙”活动

过程中，存在夸大收益误导投保人等问题。 保

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还将对保险理财

产品的风险密切关注，并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投资潮流

平安发展投资账户

平安保证收益投资账户

平安基金投资账户

平安价值增长投资账户

平安精选权益投资账户

平安货币投资账户

1月 9 日 1月 12 日 1月 13 日 1月 14 日 1月 15 日

买入价

3.2373

1.677

3.6841

2.0554

0.8922

1.318

卖出价

3.1739

1.6441

3.6119

2.0151

0.8748

1.2921

买入价

3.2287

1.6776

3.6758

2.0492

0.8988

1.3186

卖出价

3.1654

1.6447

3.6038

2.0091

0.8812

1.2927

买入价

3.2476

1.6778

3.7048

2.0517

0.9108

1.319

卖出价

3.184

1.6449

3.6322

2.0115

0.893

1.2931

买入价

3.2445

1.6781

3.6955

2.0557

0.9121

1.3195

卖出价

3.1809

1.6451

3.6231

2.0154

0.8943

1.2936

买入价

3.2806

1.6783

3.7445

2.0686

0.9232

1.3199

卖出价

3.2163

1.6453

3.6711

2.0281

0.9051

1.294

2000年 10 月 23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1 年 4 月 30 日

2003 年 9 月 4 日

2007 年 9 月 13 日

2007 年 11 月 22 日

投资账户设立时间

投资账户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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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2.7-5.2 4.33 3.7-5.5 -0.12

8-14

天

4.51 3-5.4 3.60 3.2-3.9 0.91

15

天

-1

月

4.78 3.8-6 3.98 3.8-4.15 0.80

1-3

月

5.19 0.5-7.9 5.19 0.75-6.2 0.00

3-6

月

5.25 1.6-6.8 5.35 0.93-10 -0.10

6-12

月

5.21 1.8-11.7 5.12 1.84-6.7 0.09

12

月

≥ 5.28 1.8-8 5.26 1.8-6.6 0.02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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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0 3,782,988,917.99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088 10,088,300,301.48

500038

通乾基金

1.6278 3.9658 3,255,640,640.08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0636 2.6351 2,127,105,890.95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2837 3,851,043,289.21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0734 2,146,746,851.80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2170 3.5750 3,650,571,039.03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