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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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2.9-5.1 3.98 3.4-5 -0.16

8-14

天

4.30 3.85-5.1 4.35 3.2-5.2 -0.05

15

天

-1

月

4.97 4.2-5.4 3.98 3.8-4.15 0.99

1-3

月

5.16 0.5-12 5.18 1.0-11.0 -0.01

3-6

月

5.19 1.05-6.5 5.37 1.8-10 -0.19

6-12

月

5.21 0.6-9.6 5.32 1.8-11.7 -0.11

12

月

≥ 4.88 1.35-8 6.23 1.8-15 -1.35

期限

预期收益率

（%）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收益类型

≤7

天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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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02

月

04

日

-2015

年

02

月

05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8-14

天

5.1

平安财富

-

双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4

年

4

期人民币

理财产品

(

认购期

:2015

年

01

月

30

日

-2015

年

02

月

01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5

天

-1

月

5.4

平安财富—和盈资产管理类

2015

年

58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

万

(

含

)

以上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3

月

12

“得利宝·私银慧享”

46

天

(

双向鲨鱼鳍

)

挂钩沪深

300

(2463150014)

交通银行 非保本浮动

3-6

月

6.5

福万通·普惠宝稳健

2015018

厦门农村

商业银行

非保本浮动

6-12

月

9.6

广发银行 “广银创富”

A

款

2015

年第

12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ZZGYCA0046)

广发银行 保本浮动

12

月

≥ 8

平安财富结构类

(100%

保本挂钩股票

)

资产管理类

2015

年

048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TLG150048)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风向标

我公司将于 2015年 3月 10日上午 10时在莱芜市

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大厅第二次公开拍卖：莱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股份 1 亿股 （参考价 29433 万元， 保证金

6000万元），现对外进行公开招商。

莱商银行是 2005 年 7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目前，莱商银行在总行

设有职能部室 20个，在徐州、济南等 8个地市设有分行，

在莱芜本部设有 3家管辖行，营业网点共计 57家。 连续

多年安全运营无重大道德责任案件。 在英国《银行家》杂

志 2014年“全球 1000家银行排名”中名列 672位。

有意竞买者可与拍卖公司联系、咨询标的相关情况，

并于拍卖日前一天上午 11 时前将保证金汇至法院指定

账户（开户名：山东省莱芜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行 账号:226015006926），并

持有效证件和银行出具的相关证明到拍卖公司指定地

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无息原数退还）。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止

正信拍卖公司电话：18663001859（王先生）

18606350248（高先生）

涵信拍卖公司电话：0634-6891567��13326224999

山东正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莱芜市涵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 2月 7日

招 商 公 告

注：

１

、本表所列

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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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6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投资潮流

大众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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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

贵金属投资

卖股“打新” 不一定划算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下周将迎来新股密集发行，而

打新股高收益回报及目前陷入震荡

的市场行情， 让不少投资者跃跃欲

试，备战打新。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到， 目前不少散户通过多种方式参

与， 而近期某城商行提供的一种信

用授信服务，则被不少人认为是“打

新神器” 。

不过， 鉴于新股极低的中签率，

打新犹如买彩票。 业内人士认为，投

资者应当理性参与打新，特别是在二

级市场处于震荡状况下，割肉卖股打

新并不划算。

打新“盛宴”来临

24只新股将在下周密集发行。

这将是2014年6月恢复IPO以来最多

的一次， 预计冻结资金超过2万亿

元。 在这其中，散户“出力不少” 。

“打到便稳赚不赔” 是散户参

与打新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由于A

股发行价格长期偏低， 使得股票一

上市，股价便开始迅猛上涨，甚至翻

几番亦不足为奇。 例如，在新股发行

额爆发式增长的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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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4年， 全年共发行

125 家 新 股 ， 首 日 平 均 涨 幅 为

43.24% ， 上市以来平均涨幅为

148.21%， 而上证综指全年涨幅为

57.63%，创业板涨幅为24%。

目前震荡的二级市场亦是散户

打新的“催化剂” 。近段时间以来，大

盘一直处于宽幅震荡状态，让一些散

户直呼“赚钱更难” 。 在这一市场背

景下，一些散户自然将目光集中于打

新股。

不过，“打新” 并非易事，散户

打新中签率极低。“很多人抱着赌一

把的心态在做。” 一位策略分析师如

是说。

散户忙备战

提高资金量，则是备战打新的散

户眼下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 一方

面， 提高资金量可以增加中签概率；

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对于资金量

较小的散户而言，考虑到下周一申购

打新的资金在周四解冻，可以继续参

与下周四资金申购，以提高资金利用

率。 但周一申购的3只新股均在深

市， 持有15.5万元深市市值则3只新

股均可满额申购，资金需求总量约为

34万元。 周四申购的新股为沪市，满

额申购须持有沪市市值18万元，可

用资金14.35万元。 因此如果采用周

一和周四打新策略，则全部满额申购

共需要市值33.5万元，现金则共需要

34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除

卖股票、通过券商融资外，散户另辟

蹊径。 散户老王（化名）则是其中之

一。作为一名金融行业的正式在编员

工，他可以办理某城商行的人民币信

用授信业务。 老王介绍，该业务的好

处在于无需担保、抵押，且贷款额度

最高可达50万元。 更重要的是，该业

务可以随贷随还，利息按天计算。

“如果这钱我只用几天，那我只

需要承担几天的利息就行，非常适合

打新股。 ” 老王说，和他一样，身边不

少准备打新股的同事在近期办理了

该项业务。

还有一些散户则选择几个人合

伙申购， 把资金集中在一个账号里。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务必事先约定

好如何分割收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

另外，打新的高收益让一些机构

投资者欲罢不能。 例如，在刚刚过去

的1月，就有132只基金参与打新，共

成功中签327次，累计投入打新本金

951亿元，最终获配金额为4.37亿元。

实际上，助公募基金打新是散户

分享新股盛宴的途径之一。业内人士

认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与持续

走低的新股中签率相比，公募基金较

大的资金量在“打新” 方面具有明显

优势。此外，根据规定，网下配售的股

票中至少40%应优先向公募基金和

社保基金配售，这使得公募基金作为

公众投资机会的获配利益得到相对

保障，也大大提升了公募基金打新中

签比例。

低位减仓不划算

“降准了， 大盘竟然还在下跌，

我估计下周打新的人会更多。 ” 老王

如是说。

2月5日， 尽管央行在头天晚间

宣布降准， 但上证综指以3251.21点

大幅高开后便迅速下挫，并最终收盘

于3136.53点，下跌37.59点，跌幅为

1.18%。 同日，深证成指和中小板指

也分别下跌0.46%和0.21%。

不过，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

杨德龙认为， 基于打新较低的中签

率， 投资者切忌盲目参与新股认购，

以至踏错节奏。他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 如果投资者目前仓位较低，可

以用闲置资金打新，但不一定要卖掉

股票去打新，特别是对那些在高位被

套的投资者而言，此时割肉打新没有

必要。

在他看来， 今年市场走势并没

有根本改变，只是震荡加大，在这一

行情特点下， 投资策略应当是高位

减仓， 低位加仓。 目前已经处于低

位，所以在此时减仓就有点亏，且打

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所以卖股票

打新不划算。

泰达宏利基金认为， 央行此次

降准在市场预期之内， 但降准幅度

和时间略超预期， 一次降准并不能

改变2月指数的区间震荡走势。而从

全年投资布局来看，1月市场表现实

质是大股票在监管和各类利空下的

融资盘出清过程， 杠杆出清孕育出

大股票年内最低点机会。未来5、6月

份，大股票迎来分红季，下半年地产

销量有望稳步复苏， 大股票将迎来

持续性机会。 而经过1月的调整，银

行、券商、保险、地产等大股票已经

跌出了一定的空间， 年度配置的机

会凸显。

信托业无系统性风险

□ 李宝富

佳兆业事件又一次把信托兑付推上了舆论

的风口浪尖。 据悉，平安信托已低调兜底其25亿

元佳兆业信托产品。 我们不禁要问，信托兑付压

力究竟有多大？

据格上理财不完全统计，2015年到期的固

定收益类集合信托产品共计3028只， 其中披露

规模的2687只产品共计4204亿元。 全年兑付高

峰出现在6月及12月， 均有500亿元左右的信托

产品到期。

从可统计的2015年到期信托产品资金投向

情况来看，房地产信托依然独占鳌头，到期规模

共计862.06亿元，占比达42%；其次为基础产业

类产品，占比为23%；工商企业类以及金融市场

类产品到期规模占比分别为10%、2%。

2015年信托公司兑付排行榜显示， 中航信

托以239.37亿元位列榜首，华鑫信托、重庆信托

也均以超过200亿元的规模分列二、三位。 排名

前十的信托公司到期规模共计1771.24亿元，占

比达68家信托公司总规模的42%。

从行业整体来看， 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

示，2015年全年共计有15859只产品到期， 总规

模达44538亿元， 其中集合信托产品规模为

11609亿元。 而截至2014年末，信托业实收资本

为1386.52亿元， 所有者权益达3196.22亿元，固

有资产规模则增加到3586.02亿元，对2015年到

期的集合信托产品的覆盖率超过30%。

另一项可比数据则为，截至2014年末，信托

业共有369笔项目存在风险隐患， 涉及资金781

亿元，占比0.56%，低于银行业不良水平。而2014

年全年，信托业实现经营收入954.95亿元、利润

总额642.30亿元。 由此可见，信托业仅仅一年的

净利润对风险资产的覆盖率就高达82%。显而易

见，虽然单体信托风险偶有发生，但信托业系统

性风险并不会出现。

高现金价值产品快速增保费

□ 本报记者 李超

近日， 围绕安邦保险的新闻频

频出镜， 而关于安邦保险等公司的

产品销售模式的争议也在持续发

酵。 包括安邦人寿在内的多家保险

公司的快速增长， 使得业内开始关

注高现金价值产品、“类高现金价值

产品” 的发展前景，而监管层在着力

防范相关风险。

2014年末，有媒体报道称“安

邦人寿保费暴增， 银保渠道理财产

品成利器” 。 据称，安邦人寿之所以

能短时间内快速吸金， 主要靠银保

渠道销售部的高收益率理财产品，

这已经成为投资驱动负债类保险公

司的主要业务模式。 除了安邦，前海

人寿、珠江人寿、华夏人寿、富德生

命都是同样玩法。

保监会1月末公布的 《2014年

人身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表》显示，安邦人寿原保险保费收入

达5288755.52万元， 保户投资款新

增交费达901626.22万元，安邦财险

原保险保费收入达513540.85万元。

与前一年同期相比， 数据已经翻倍

增长。 在部分大城市，安邦人寿的市

场份额迅速增长。

而从公开数据看， 快速增长的

不只有安邦保险。 一些保险公司依

靠银保等渠道销售高现金价值产

品，特别是以短期分红型产品的“一

年末现金价值高于所缴保费” 为卖

点，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可观保费。 这

一模式被业内视作 “投资驱动负

债” 的业务模式。

根据相关条文定义， 高现价产

品是指第二保单年度末保单现金价

值与累计生存保险金之和超过累计

所缴保费， 且预期该产品60%以上

的保单存续时间不满3年的产品。 而

上述部分保险公司所销售的产品的

预期存续期限超过3年，严格来讲不

应视作高现金价值产品， 而应定性

为“类高现金价值产品” 。

业内人士对此类赚取保费的模

式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相关理财

产品承诺的收益高，连带的成本增

加对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等方面

能力的要求也有所提高。 这样，风

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

观投资环境和投资团队的业务水

平，并非所有保险公司对此都可很

好把控。

2014年2月，保监会发布《关于

规范高现金价值产品有关事项的通

知》，不仅明确销售高现金价值产品

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应不

低于150%；而且强调，保险公司应

合理控制高现金价值产品的保费规

模， 年度保费收入应与保险公司的

资本实力相匹配。

1月上旬，保监会发布《保险机

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

分类管理指引》，提出产品属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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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项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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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受到洗钱分子关注。

投保看台

多数期限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降低

以上数据来源：巨灵数据

&

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

希腊危机提振金银

□ 证金贵金属研究员 谢堃

本周希腊债务危机再次成为市场焦点。 本

周三德拉吉突然发难，市场担忧情绪提升，避险

资金涌向黄金、美元，为贵金属反弹添加动力。

另外，中国央行突然降准，进一步提振贵金属

走势。

今年1月，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了扩大

资产购买规模的宽松措施。最近几周全球还有数

家央行降息，包括瑞士、丹麦、加拿大、新加坡和

澳大利亚，各国降息目的不约而同地指向通缩压

力和经济低迷。

由于经济增长疲软，中国人民银行本周三晚间

宣布， 自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自从欧洲央行公布QE计

划以来（甚至之前，如瑞士央行），各国央行纷纷降

息，本次中国人民银行虽不是降息，但也是为市场

注入流动性，多少令外界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状

况产生担忧。 全球央行不断推出宽松货币政策，这

会推升全球通胀水平，有利于贵金属走强。

希腊债务危机一波三折。 本周三，欧洲央行

在纽约市场尾盘宣布，停止在融资操作中接受希

腊债券作为抵押品，从而把向银行提供融资的负

担转移到希腊央行身上， 并使得希腊陷入孤立，

除非该国达成新的改革协议。此举意味着希腊央

行未来几周将为本国银行业者提供数以百亿欧

元计的额外紧急流动性。市场风险规避情绪迅速

上升，贵金属获得追捧，金银止跌上行。

原油本周三暴跌8%。 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公布的上周库存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储

备再次创下历史纪录，工人罢工导致炼油厂停产

的影响已经被掩盖，投资者已经认识到目前供应

过量问题来源于开采，而不是精炼环节。

基本面利好黄金市场，但在美国经济复苏的

进程中，金价上行空间有限。证金贵金属认为，尽

管近期全球央行不断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和希腊

危机再次重演，但因市场已将其中大部分风险计

算在内，因此，推动金价延续涨势的力量有限。而

随着美联储加息时间临近，美元计价的金价将延

续跌势。 由于全球通胀低迷并且原油价格低廉，

总体环境有利于美国经济进一步增长，而黄金的

通胀对冲功能则在消散。

白银价格受到希腊局势升温以及中国央行

降准的提振，短期有望延续上行，但证金贵金属

认为，由于良好非农预期以及油价暴跌，白银上

行空间有限。 技术上看，白银本周以小阳逐渐攀

升，虽然攀升幅度不大，但重心日趋上移，而银价

再次站上MA5以及MA20， 且MA5有金叉

MA20的趋势，加之短期基本面利好白银，预计

白银有望延续上升格局。

理财品难现春节行情

□ 本报记者 殷鹏

近日，央行宣布自2015年2月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

金率0.5个百分点。 对于银行理财产

品而言， 投资者期待的春节高收益

率行情还会不会来？

银率网数据显示，2014年非结

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周平均预期

收益率持续下滑，由年初的5.79%持

续下滑至11月中下旬的5.05%。 但

在此期间， 每个季末非结构性人民

币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均出

现小幅反弹。

在2014年11月21日央行宣布

降息后，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

出现明显反弹，12月最后一周的

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

预期收益率升至5.42%。 由此可

见，银行理财产品的季末效应依然

存在。

进入2015年之后， 非结构性人

民币理财产品的周平均预期收益率

再次出现下滑态势， 但仍维持在

5.2%的水平之上。央行降息后，市场

资金面保持相对宽松， 银行理财产

品的收益率也应随之下行。 但在当

前的市场环境下， 银行理财产品的

收益走势已不再简单地是资金面松

紧可决定的。

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兴起不仅加

速了银行活期存款的流失， 对银行

理财产品也形成了竞争， 这对银行

理财产品的定价影响较大。此外，随

着股票市场走牛， 银行理财不再单

纯依靠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拉高收

益， 而是通过伞型信托等方式进入

到股票市场中， 为理财产品的投资

端获得更高的收益。 因此银行理财

产品的收益水平在2014年底并未

下滑，而是大幅回升，再度吸引投资

者资金回流。

从长远来看，以固定收益类资

产配置为主的银行理财产品的收

益率依然是以下降为主基调，预期

收益率超6%的产品将减少。 但短

期内，此次降准可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市场近期的资金紧张压力，但股

票市场IPO以及春节前资金紧张等

因素依然存在。 银行理财产品的平

均预期收益水平可能不会马上大

幅下降，投资者可关注大型城商行

和股份制银行发售的高收益率理

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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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较上周提高了

0.19个百分点。除15天至1个月期限

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增加了0.99

个百分点之外， 其他期限产品周均

收益率均有下跌。 其中12个月以上

期限的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跌幅最

大，较上周下跌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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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银行、厦门农商行、广发银行。 其

中， 交通银行的一款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以12%的预期收益率夺得

了1至3个月期限第一的位置； 而广

发银行的一款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

9.6%的预期收益率居6至12个月期

限产品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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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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5 3,661,398,224.02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121 10,121,304,307.76

500038

通乾基金

1.3328 3.8708 2,665,518,972.35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0665 2.6380 2,133,050,587.33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3218 3,965,475,997.11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0505 2,100,946,129.59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1870 3.5450 3,560,696,258.18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