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再降息 P2P高收益或降温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央行宣布自3月1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 5.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5%。 受其影响，陆金所于3月1日凌晨发布公告称，将根据同期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的约定上浮比率计算“稳盈-安e”系列产品的年化利率，根据不同的期限将利率分别下调0.29%（1个月期）、0.35%(12个月 )、0.35%(12个月至 36个月 )。

多位P2P平台高管表示，此次降息在预期之内，而未来整个P2P行业即将面临真正的“洗牌期”，P2P行业的收益水平会逐步回归到正常合理的区间。

P2P理财收益受影响

理财范联合创始人、COO叶映辉对此表示，本次央行降息在市场预期以内，加之节后资金流动性需求减弱，投资者手里多有余钱，而借款需求反而因为春节减少，使得近期网贷一标难求。 “尤其是将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至5.35%，但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上调至1.3倍，正是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这对于整个金融业，尤其是网贷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

“不少平台为此已经做出了利率下调的准备，预计整个网贷行业平均利率会下降 0.5到1个百分点。 虽然这将影响投资人的收益，但对提高资产质量和降低坏账率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无疑会促使网贷行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理财范联合创始人、CEO申磊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 他认为，未来整个行业即将面临真正的“洗牌期”，过度的烧钱加息补贴不会是网贷行业良性发展的长远之计，P2P行业的收益水平会像余额宝一样逐步回归到正常合理的区间。

银客网总裁林恩民称，从 0.25个百分点的降息幅度来看，实际上对P2P网贷行业没有任何不良影响，而背后所释放的信号则有助于 P2P行业发展。 从对称降息举措来看 ，国家的意图不仅是为了刺激盘活整个经济，同时也在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空间，而对于P2P行业也是利好消息。

实际上，网贷之家发布的 P2P网贷行业 2月月报显示，2月 P2P行业综合收益率下降至 15.46%，行业主流综合收益率区间仍为 15%至20%。 从行业面来看 ，由于二八分化愈加显著，大成交量平台普遍收益率水平较低，因此，整体收益率走势仍处下滑趋势，但跌幅将逐渐收窄。 预计至2015年底行业综合收益率将跌至12%至13%。

部分老平台风险暴露

与此同时 ，网贷之家的监测数据显示，在行业综合收益率下降的同时，问题和风险也逐渐蔓延至部分老平台。 2月份 ，问题平台的平均运营时间达到 11.32个月，部分老平台风险逐渐暴露。

网贷之家研究院统计发现，问题平台中，运营时间超过1年的有19家，超过2年的有5家。 其中，运营接近5年的老平台畅贷网，在更换新系统后，有用户爆出无法查询到账户信息，而且出现逾期，提现困难；上线 4年多的老平台盛融在线也陷入提现危机，在线待还款金额超过 9.2亿元，涉及将近2万投资者，而背后的原因就是自融；中恒盛业借助注册资金 1亿元和高收益假标，诈骗 5000多万元 ，涉及4000多名投资人，现在该网站已经无法打开。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盈灿咨询常务副总经理马骏表示，2月问题平台的最大原因为跑路，占比达到 45%；其次是提现困难，占34%。 当月共有58家问题平台，环比上月减少近16%。 问题平台发生率虽然持续下降，至3.40%，但仍然远超去年同期水平（0.73%）。 这些问题平台爆发呈现地域性分布，多位于广东 、浙江、山东，其次是安徽 、四川、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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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再降息 P2P高收益或降温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大华银行：

期待货币政策

进一步宽松

□丽洁

日前，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

发布题为 《中国： 全国人大预

览———重点关注》的研究报告，

指出即将召开的“两会” 将着

眼于2016年实施 “十三五” 规

划；面对“新常态” 经济环境，

预期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将下

调；同时，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有待进一步下调。

鉴于最近公布的国内经济

数据， 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

缓， 因此，2015年全国人大会

议可能会将今年经济增长目

标从之前的7.5%下调至7%左

右；同时，出于市场改革加速

的考虑，可能会更着重于经济

增长的“再平衡” 及其质量，

而不仅是增量。 随着中国生产

成本的不断攀升， 如货币、土

地和劳动力，向具更高附加值

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转变

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因此

这些问题很可能会排在会议

议程的首位。

大华银行高级经济师全德

健表示：“中国正在准备的

‘十三五’ 规划将于2016年正

式启动， 部分细节会在此次

“两会” 提出。 该 5年规划

（2016年至2020年） 是习近

平主席上任以来的首个五年

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经

济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

番。 鉴于2010年至2014年的

平均经济增速为8.6%，为了实

现上述目标，中国在未来几年

至少要确保6.5%至7%的经济

增速。

在今年2月4日对存款准备

金率进行大幅下调之后， 一直

有报道称会对定向存款准备金

率进行下调， 一些城市商业银

行以及有资格向中小企业提供

贷款的农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

备金率可能会下调一个百分点

左右。 ”

央行在“两会” 之前下调

存贷款基准利率25个基点，大

华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 人民

币依然可能走软， 预计人民币

兑美元汇率在2015年一季度末

以及 2015年末分别为 6.28和

6.29， 人民币交易区间在2015

年底之前会从目前的2%扩大

至3%。

全国房产登记制度正在全

面铺开，今年“两会” 可能会涉

及包括房产税在内的其他问

题。 此外，会议很可能会强调深

化经济改革措施， 并有可能进

一步宣布和实施产业和行业结

构调整。 有关环境、污染、资源

利用率和定价问题有望成为改

革措施的一部分。

理财品收益率

或持续下滑

□于建颖

由于跨越春节假期， 近两周均为不完整的工

作周，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此次银行理财产品的报

告统计周期为2月14日至2月27日， 共计5个工作

日。跨节的两周内，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较之前

有所下滑， 但各币种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

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据银率网数据库统计，2月14日至2月27日共

有706款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品发售，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5.3%，较春节前一周（2月7日至13日）上

升0.06个百分点。 统计期内有44款产品的预期收

益率超过6%（含），占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品总

量的5.79%。 其中预期收益率最高的非结构性人民

币产品为广东华兴银行发行的“2015年‘映山红

理财’稳健1号理财2015017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预期收益率为7%，投资期限为365天，投资起点为

5万元，该产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

从各商业银行产品收益情况来看， 统计期内

除股份制银行外， 其他类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平

均预期收益率均有所上升。分期限类型统计，各期

限类型的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

益率均上涨。

春节前夕，各银行都加大力度发售高收益理

财产品以吸引资金，但也可以注意到，节日期间

的理财产品虽然预期收益率相对较高，但募集期

普遍较长，由于理财产品募集期间银行只支付活

期利息给投资者， 从而摊薄了投资者的实际收

益。春节过后，多家商业银行获得定向降准，市场

资金面保持相对宽松的状态。 银率网分析师认

为，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或持续下滑，建议投

资者关注中长期的高收益理财产品。

统计周期内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累计

发行546款，其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5.51%， 较春节前一周上升0.04个百分

点；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累计发行130款，其中人

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51%，

较春节前一周大幅上升0.1个百分点；保证收益类

产品累计发行40款， 其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42%，较春节前一周下降0.02

个百分点。

国有商业银行累计发行143款理财产品，其中

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5.03%，

较春节前一周上升0.03个百分点； 股份制银行累

计发行231款理财产品，其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

的平均预期收益率5.33%，较春节前一周回落0.04

个百分点； 城市商业银行累计发行297款理财产

品， 其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

5.39%，较春节前一周上升0.04个百分点；农村合

作金融机构以及外资银行累计发行45款理财产

品， 其中人民币非结构性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

5.34%，较春节前一周上升0.05个百分点。

分期限类型来看， 各期限类型的非结构性人

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均上升。 据银率

网数据库统计，投资期限为1个月以内的人民币非

结构性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51%，上升

0.13个百分点； 投资期限为1个月至3个月的人民

币非结构性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25%，

上升0.08个百分点；3个月至6个月的人民币非结

构性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41%， 上升

0.04个百分点；6个月至12个月的人民币非结构性

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48%，上升0.06个

百分点； 一年以上期限的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97%，上升0.28个百分点。

预期收益率超6%的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

品的占比略升。 统计期间内有16款产品的预期收

益率落在3%（含） 到4%区间；128款产品的预期

收益率落在4%（含） 到5%区间；495款产品的预

期收益率落在5%（含）到6%区间；44款产品的预

期收益率超过6%（含）。

P2P理财收益受影响

理财范联合创始人、COO叶映辉对此表

示，本次央行降息在市场预期以内，加之节后资

金流动性需求减弱，投资者手里多有余钱，而借

款需求反而因为春节减少， 使得近期网贷一标

难求。 “尤其是将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下降至5.35%， 但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

上调至1.3倍， 正是为了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这对于整个金融业， 尤其是网贷行业的健康发

展提供了契机。 ”

“不少平台为此已经做出了利率下调的准

备，预计整个网贷行业平均利率会下降0.5到1个

百分点。 虽然这将影响投资人的收益，但对提高

资产质量和降低坏账率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这

无疑会促使网贷行业更加健康地发展。 ” 理财范

联合创始人、CEO申磊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 他

认为，未来整个行业即将面临真正的“洗牌期” ，

过度的烧钱加息补贴不会是网贷行业良性发展

的长远之计，P2P行业的收益水平会像余额宝一

样逐步回归到正常合理的区间。

银客网总裁林恩民称，从0.25个百分点的降

息幅度来看，实际上对P2P网贷行业没有任何不

良影响，而背后所释放的信号则有助于P2P行业

发展。 从对称降息举措来看，国家的意图不仅是

为了刺激盘活整个经济，同时也在推进利率市场

化，银行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空间，而对于P2P行

业也是利好消息。

实际上， 网贷之家发布的P2P网贷行业2月

月报显示，2月 P2P行业综合收益率下降至

15.46%，行业主流综合收益率区间仍为15%至

20%。 从行业面来看，由于二八分化愈加显著，

大成交量平台普遍收益率水平较低， 因此，整

体收益率走势仍处下滑趋势，但跌幅将逐渐收

窄。 预计至2015年底行业综合收益率将跌至

12%至13%。

部分老平台风险暴露

与此同时，网贷之家的监测数据显示，在行

业综合收益率下降的同时，问题和风险也逐渐蔓

延至部分老平台。2月份，问题平台的平均运营时

间达到11.32个月，部分老平台风险逐渐暴露。

网贷之家研究院统计发现， 问题平台中，运

营时间超过1年的有19家，超过2年的有5家。 其

中，运营接近5年的老平台畅贷网，在更换新系统

后，有用户爆出无法查询到账户信息，而且出现

逾期，提现困难；上线4年多的老平台盛融在线也

陷入提现危机，在线待还款金额超过9.2亿元，涉

及将近2万投资者，而背后的原因就是自融；中恒

盛业借助注册资金1亿元和高收益假标， 诈骗

5000多万元，涉及4000多名投资人，现在该网站

已经无法打开。

网贷之家首席研究员、盈灿咨询常务副总经

理马骏表示，2月问题平台的最大原因为跑路，占

比达到45%；其次是提现困难，占34%。当月共有

58家问题平台，环比上月减少近16%。 问题平台

发生率虽然持续下降至3.40%，但仍然远超去年

同期水平（0.73%）。 这些问题平台爆发呈现地

域性分布，多位于广东、浙江、山东，其次是安徽、

四川、上海。

央行宣布自3月1日起， 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

准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

5.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5%。 受其

影响，陆金所于3月1日凌晨发布公告称，将根据同期央行贷款基

准利率的约定上浮比率计算 “稳盈-安e” 系列产品的年化利

率， 根据不同的期限将利率分别下调0.29%（1个月期）、

0.35%(12个月)、0.35%(12个月至36个月)。

多位P2P平台高管表示，此次降息在预期之内，而未来整个

P2P行业即将面临真正的“洗牌期” ，P2P行业的收益水平会逐

步回归到正常合理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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