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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投资

注：

１

、本表所列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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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日 单位：人民币元

8天至14天期限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达3.99%

银行理财 P2P理财

投保看台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

以上数据来源：巨灵数据

&

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买理财“送宝马” 消费信托走红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买信托就送宝马？ 近期，西藏信

托的一款拟发行的信托产品大受关

注。 实际上， 这是一只消费信托产

品。 据业内人士介绍，消费信托兼具

理财加消费的特点，具有高端团购、

定制化服务、 保护投资者利益等方

面的优势， 因此在短短两年之内迅

速发展。 目前，国内的消费信托产品

涵盖医疗养生、 酒店住宿、 海岛旅

游、影视娱乐、珠宝钻石、手机家电

等领域，可谓百花齐放。

买信托送宝马有玄机

近期， 西藏信托的一只 “送宝

马”的信托产品颇受关注。该公司官

网显示， 根据这只拟发行的名为

“BMW� X1” 的信托方案，投资人

认购一款金额为150万元的3年期信

托产品， 可以免费获得一台市场价

39.8万元的宝马X1� 20i� line轿车。3

年期满后，客户可以收回150万元本

金，同时赋予投资人消费选择权：继

续使用车辆，或者由万宝行（中国）

融资租赁公司以15万元回购车辆。

该方案表示， 若客户暂无上牌

指标，西藏信托和万宝行(中国)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宝

行” ） 将另行提供融资租赁方案为

客户解决车辆上牌问题。 该租赁方

案中客户仅需支付车辆购置税、每

月1500元租金和每年1万元（预估）

车险。 3年内，若客户摇到上牌指标

即可选择提前终止融资租赁合同；

若3年到期仍未摇到上牌指标可以

续租。

在业内人士看来，“买信托送宝

马”实则是一只消费信托产品。 所谓

消费信托，即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

托，为委托人优选并保护其商品类消

费或者服务类消费的消费性权益为

目的设立的信托计划，并以上述的消

费性权益作为受益人依法享有受益

权的组成对象为特征，由信托机构进

行经营化管理的信托产品。

四川信托研发部陈文解释道，

对于消费品或消费服务所形成的权

利，比如一组旅行度假的行程安排、

一套个性化教育方案、 一套养生医

疗服务、一款瑞士名表、一瓶红酒，

甚至是一套住房的居住权， 都可以

形成一类消费权益。 他说：“消费信

托其实质就理财+消费” 。

百花齐放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信托公

司加速谋求业务转型，创新型信托

产品频频出现，消费信托便是其中

之一。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国内

第一只消费信托产品出现于2013

年。 彼时，信托巨头中信信托与招商

银行打造国内首单消费信托———中

信招商嘉丽泽健康度假产品。 嘉丽

泽项目是中信信托在云南正在推进

的以健康产业为核心，集预防、特色

医疗、健康管理、康复、养老、养生于

一体的“国际健康岛” ，首期“中信

招商嘉丽泽健康度假产品” 分为H

类和G类两种产品，期限均为5年。H

类产品客户交付资金8.8万元， 其中

7.5万元为保证金，5年后到期全额返

还， 另外1.3万元作为会籍费一次性

收取，每年会籍费2600元，按年度扣

减；G类产品的门槛则是18.8万元，

其中15万元为保证金，3.8万元为会

籍费。

此后， 中信信托又在去年推出

“黄金时代”互联网消费信托。 在近

期， 北京信托推出一款养老消费信

托。 据悉，该产品是北京信托与某养

老机构合作，主要有两大要素，其一

是“养老消费权益” ，即投资者认购

养老消费信托后， 受益人通过放弃

货币类收益，可“免费” 入住同标的

养老公寓， 获得一系列养老消费权

益；其二是货币收益” ，以“基准收

益+浮动收益” 作为安排，收益分配

周期为每季度， 产品存续期间的每

一信托年度内， 北京信托有权根据

市场情况公告该年度的基准收益

率，而在某个核算日，当信托财产实

际收益率大于基准收益率时， 就未

实现养老消费权益的信托单位，可

获得浮动信托收益。

此外， 长安信托亦在近期推出

一款中国电信消费信托。 中国证券

报记者了解到， 经过短短两年的发

展， 目前市场上消费信托已涵盖医

疗养生、酒店住宿、海岛旅游、影视

娱乐、珠宝钻石、手机家电等领域。

消费信托三大优势

消费信托日渐走红， 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这类产品将投资者的消

费需求和理财需求通过信托计划相

连接，具有较为独特的优势。 陈文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消费信托产

品首先具有高端团购优势， 信托公

司可以发挥跨界资源平台优势，帮

助消费者优选服务质量好、 品质高

的商家和服务机构， 通过消费信托

进行集中采购， 帮助客户选择性价

比更高的高端消费品、 商品和消费

性服务；其次是私人定制化优势，信

托公司从客户的需求出发， 帮助消

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筛选适合其需求

的消费产品或服务， 甚至可以针对

超高净值客户， 实施一对一的定制

化私人服务。

此外，陈文认为，消费信托具有

投资者利益保护优势。 通过信托公

司的信用与信托财产独立性确保消

费者权益得到长期保护。 对于有机

农产品、私人农庄、高端医疗养老等

未来价格上涨空间较大的高端消费

品或消费服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消

费信托的形式长期锁定其价格。

不过，有信托业内人士认为，尽

管目前消费信托受到关注， 但距离

成熟发展还有一定距离。 一位从事

该业务的信托人士表示， 在信托公

司内部， 不少业务人员习惯了从事

容易盈利的业务， 对于消费信托业

务的盈利点尚无法把握， 亦不能理

解消费信托的可实施空间， 所以业

务推行较为困难。 此外， 目前对客

户的实际需求把握尚有难度， 而定

制化服务又难以形成规模， 因此信

托公司在产品发行中往往陷入两难

境地。

收益率不给力 大额存单遇冷

□ 陈洋

本期大额存单共有工行、农

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中信、

浦发、兴业9家银行获准试点。 据了

解，本期发售的个人大额存单包括

1个月、3个月、6个月和一年四个品

种，利率几乎都是较央行基准利率

上浮40%，浮动后一年期产品的利

率为3.15%。据称，去银行咨询的人

不多，真正办理认购的更少，个人

大额存单为何不太受客户欢迎？ 业

内人士认为，虽然个人大额存单的

利率上浮已达40%， 但一年3.15%

的利率相对于平均5%左右、 稳健

型的银行理财产品还是差很多，且

后者门槛更低， 只要5万元或者10

万元。 如果与今年火爆的股市相

比，不少基金、股票的收益率更是

远远高于3.15%， 这客观上打击了

客户的认购积极性。

在狂热的股市笼罩下，银行理

财境况不佳。 5月数据显示，银行理

财发行量再度下滑，同时下滑的还

有收益率。 不过，随着6月底银行惯

性年中吸存的到来，预计银行理财

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会出现小

幅反弹， 但综合之前两次降息，加

上之后降息预期强烈，理财收益率

难以出现暴涨的景象。 目前多家银

行正忙着储备客户资源，如果手上

有资金，不妨再等几天，到6月底再

来购买理财产品。 保守型的投资者

届时可选择一些中长期产品，以锁

定较高收益。

即使在牛市中，股市也是有风

险的。 此前，一些比较保守，但又想

分享股市红利的投资者，购买了挂

钩股市的结构性理财产品， 那么，

这类产品究竟表现如何？ 统计显

示，近期发售的该类产品预期年化

收益率最高可达14.1%。 不过据披

露，从产品到期情况来看，5月有20

余款挂钩股市的理财产品未达最

高预期收益率。 投资者在配置此类

产品时， 最好先切实了解产品性

质， 或者从简单的产品开始投资。

有些产品设置了收益区间，如果股

市的涨幅远远超过了理财产品当

时设定的区间，按照结构性理财产

品设置的规则，或许只能按照最低

收益率标准兑付。

全球央行大放水的脚步没有

停歇的迹象。 上周，新西兰联储和

韩国央行双双宣布降息， 美元、欧

元、港币、澳元等四大主流币种的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出现小幅回

升， 不过收益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持有外币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一定

不能偷懒， 必须密切关注汇率、利

率的变动，及时做出调整。 值得注

意的是，目前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年

化收益率基本保持在4%至5%，而

外币理财产品收益率往往低于这

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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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化收益率微升至5.12%， 环比上

涨0.02个百分点。 本周8天至14天

期限的理财产品共有7款， 周均收

益率达3.99%，变动幅度最大，环比

上涨0.86个百分点。 从发行银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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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丰银行、华夏银行与端州农村商业

银行。 其中，交通银行的一款非保

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以9.5%的预期

收益率夺得了1个月至3个月期限

第一的位置；华夏银行的一款保本

浮动收益产品以8.5%的预期收益

率居12个月及以上期限产品首位。

美联储鸽派决议推升金价

□ 明富金融研究所 谢堃

本周市场的焦点聚焦在美联储议息会议最终

结果，此前黄金已维持一周有余的窄幅震荡，等待

美联储议息会议带来的方向性指引。结果美联储议

息会议内容偏“鸽” 派，同时美联储下调了今年的

经济增长预期和明年的利率中值预期，这对美元而

言无异于当头一棒，黄金则有望走出反弹行情。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周三公布了利率

决定并发表政策声明， 维持关键利率在0至0.25%

不变。 对于市场关注的加息问题，结果显示，15位

决策者认为， 首次升息的适合时间在2015年，2位

认为在2016年。

耶伦表示，目前尚未达到加息条件。 通胀所面

临的下行压力减轻，工资增速相对偏低，预计通胀

率会在中期升至2%， 进口物价下滑限制了通胀水

平。 随着就业市场改善，通胀将升向目标值。

希腊必须在6月底前偿还IMF的16亿欧元款

项，这有可能使其破产和退出欧元区。 齐普拉斯

周三在雅典对记者表示， 如果有可行的解决方

案， 那么落实方案的代价将由希腊政府来承担；

如果没有，将对继续实施灾难性政策说“不” ，并

会对这样做的后果承担责任。 他认为，希腊政府

的建议能完全确保满足债权人机构为2015年和

2016年设定的预算目标，当前没有进一步削减养

老金的空间。

希腊债务问题越来越严峻， 其谈判前景愈发

黯淡，投资者正在规避希腊的违约风险，这间接推

高了欧元区国债收益率， 诸如葡萄牙和爱尔兰等

欧洲非核心国家正面临至少6个月以来最严峻的

融资环境。 本周二，西班牙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

及去年8月以来最高点2.54%，意大利10年期国债

收益率达到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爱尔兰和

葡萄牙也面对着今年最高的借贷成本。 欧元区债

务融资成本的上升， 加剧投资者对希腊债务问题

的担忧，随着避险情绪进一步攀升，或为黄金带来

做多机会。

美联储下调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利率

点阵图预测， 首次加息之后的利率上行步伐会较

此前预计略微和缓，黄金因而获得支撑反弹。明富

金融研究所认为， 希腊与债权人无法就新救助协

议达成一致的预期上升，市场避险情绪攀升，利多

黄金。此外，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主权债券收益率

已经从历史低点上涨， 担忧的进一步蔓延可能提

升金价。

本周白银价格维持窄幅震荡，在联储决议偏鸽

派背景下，美元指数出现回落，白银或展开反弹。均

线系统看，MA5金叉MA10，随着白银重心缓步上

移，白银或走出向上突破行情；MACD指标快慢线

零轴下方收口走平有金叉趋势，绿色动能柱已逐渐

消失；KDJ指标超卖区域金叉向上发散。 明富金融

研究所认为，当前技术面偏多，建议投资者以逢低

做多为主。

险企倾情捧场

新型理财品

□ 本报记者 李超

上线一年有余的跨界产品“娱乐宝” ，近日再

度成为舆论焦点。 6月14日，娱乐宝在上海电影节

期间举行一周年庆典。 过去一年中，娱乐宝在互联

网和影视产业跨界合作中，售卖了9期共计21个项

目，投资金额达到5.3亿元，投资的电影票房累计37

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娱乐宝是由阿里数字娱乐事业

群打造的增值服务平台，网民出资100元即可投资

热门影视剧作品，并有机会享受剧组探班、明星见

面会等娱乐权益。 有别于余额宝的属性，娱乐宝将

依附于淘宝移动端，通过向消费者发售产品进行融

资，最终投向于阿里娱乐旗下的文化产业。

而保险公司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娱乐宝早期

对接的保险公司是国华人寿某款投连险产品。在第

1期娱乐宝项目中，该投连险借信托计划将资金投

向4部电影， 资金方和融资方谈好约定收益率，同

时通过银行出具信托履约保证函， 保证资金安全，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7%。 随后在第2期项目中，阿里

继续与国华人寿合作，单个项目的投资上限有所提

升。 第3期娱乐宝将对接的兴趣落在了中国太保的

某款分红险上，投资期限设定为3年。

其后，阿里联手华夏保险，在娱乐宝平台上对

外推出第6期娱乐宝项目，投资项目对接高希希执

导的电视剧《马上天下》和刘江执导的电影《咱们

结婚吧》，项目募集资金4000万元，对应的保险产

品为华夏保险的一款万能险产品， 预期年化收益

率6%。

分析人士表示，娱乐宝为保险公司寻求互联网

渠道的创新空间提供了可能，对于丰富相关的产品

线具有借鉴意义，但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娱乐宝

更像是保险理财产品的变种。

而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保险公司也在尝试对相

应的投资风险进行控制。 据了解，为防范客户资金

风险，国华人寿曾采取“单一客户保费金额限额”

的销售策略，每人最大购买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

防止客户购买超过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以外的产品

份额引发财务风险。

2014年，互联网保险业务规模继续大幅增长，

当年保费收入858.9亿元，同比增长195%。 互联网

渠道业务占总保费收入的比例达到4.2%， 成为拉

动保费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保险公司披露的年

报显示， 互联网保险业务下一步发展已经上升为

多家公司的重点战略。 与此同时，真正基于互联网

思维创新的产品仍然有限，主力险种停留在车险、

万能险和短期意外险等标准化产品， 同质化是待

解的难题。

寻行业龙头合力做

P2P

风控

□ 本报记者 殷鹏

做P2P平台， 最省力的作法是

找几家担保公司， 平台让利几个

点， 很快交易额就能突飞猛进，但

是网利宝创始人赵润龙摒弃了这

一作法。 他的合作伙伴是每个细分

行业里的龙头企业，让这些企业帮

助收集数据，提高资产端质量。 对

于投资人来说，赵润龙希望提供的

是“风险调节后，收益率最高的P2P

产品。 ”

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曾说过一句

话，大意是“我不是最好的医生，有

病找我，我可以降低你的病痛；如果

找我的哥哥，连病都不会得，他才是

最好的医生。 ” 赵润龙说，“作为一

家P2P平台，应该更强调‘贷前’ 管

理，我们不做扁鹊，而是要做扁鹊的

大哥。 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我经

历过，如果没有过硬的风控，即使之

前赚再多的钱，经过那样一次血洗，

一切收益都会化为乌有。”赵润龙强

调，做好风险控制最考验P2P平台的

实力。

具体来看， 网利宝的经营模式

是在每一个细分行业里找到核心企

业作为合作伙伴， 与这些企业一起

设计针对这个行业的信贷产品。

“这些核心企业有全国布局的网

点， 他们会按照我们的要求收集行

业中有借款需求的中小企业数据和

诉求。在每一个行业里，我们都有专

职的行业风控人员。 贷款人可能在

上下游， 也可能是未来的潜在合作

伙伴， 甚至可能是这些龙头企业的

竞争对手， 我们要做的是生态圈的

信贷服务，做‘产业银行’ 。 现在涉

及的垂直领域包括物流、LED、珠

宝、红木等。 ”

此外，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是抵押物的处置。 “假如某位借

款人无法还款， 用车辆作为抵押

物，对于我们来说变现十分麻烦，

而对车辆销售行业里的核心合作

伙伴来讲，可能一天就会卖出去。

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风控是闭环，

那么内部的消化能力会非常强。”

赵润龙说。

近日， 上市公司鸿利光电公告

称， 对网利宝拟投资4000万美元。

这是网利宝在2014年获得知名风

投IDG的A轮投资后， 网站上线半

年内获得的第二轮融资。 赵润龙表

示，“鸿利光电是LED龙头企业，

LED本身符合我们要求的借贷行业

的要求：这个行业足够大，市场规模

上千亿元；有足够多中小企业，融资

需求强。 同时这个行业每年都在增

长。 所以他符合我们选择行业龙头

企业的标准。 ”

赵润龙坦陈， 与鸿利光电这种

以股权关系绑定确立的合作伙伴属

于个案， 更多的例子是在细分领域

里通过IT系统对接，“这种绑定同

样关系紧密，他们（借款企业）再找

别人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更关注P2P

平台能否帮助拓展主营业务， 而我

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无

论是股权级别的绑定， 还是IT系统

的对接， 凭借在细分领域核心数据

的积累，哪怕BAT进来了，我们也有

明显的护城河。 ”

赵润龙说，“做P2P平台不应该

有任何短视行为， 贸然放松风控要

求，不会让平台长久。 我们希望给投

资者提供‘风险调节后，收益率最高

的产品’ 。 ”

期限

本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上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预期收益变动

（%）

本周发行量

≤7

天

3.01 2

月

5

日

3.06 2-4.9 -0.05 8

8-14

天

3.99 2.3-5.2 3.14 2.1-4.9 0.86 7

15

天

-1

月

5.04 4.5-5.5 4.33 2.2-5.5 0.71 6

1-3

月

5.11 2.5-9.5 5.08 0.7-12 0.03 446

3-6

月

5.12 1.25-8 5.14 0.7-9.5 -0.02 297

6-12

月

5.28 1.735-14.1 5.22 1.685-7.5 0.05 158

12

月

≥ 5.19 1.25-8.25 5.14 0.03-10 0.06 113

期限

预期收益率

（%）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收益类型

≤7

天

5

平安财富

-

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2

年

1

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

认购期

:2015

年

06

月

15

日

-2015

年

06

月

16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8-14

天

5.2

平安财富

-

双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4

年

300

期

人民币理财产品

(20

万

(

含

)

以上

)(

认购期

:2015

年

06

月

16

日

-2015

年

06

月

17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5

天

-1

月

5.5

平安财富结构类

(100%

保本挂钩汇率

)

资产管理类

2015

年

24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TLG150242)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1-3

月

9.5

“得利宝·私银慧享”

34

天

(

双向鲨鱼鳍

)(2463150061)

交通银行 非保本浮动

3-6

月

8

“金摇篮·信盈”系列

1

号

2015

年第

74

期理财产品

端州农村商

业银行

非保本浮动

6-12

月

14.1

汇聚中华

-9

个月人民币结构性投资产品

(2015

年第

110

期

)(EQ8A566)

汇丰银行 非保本浮动

12

月

≥ 8.25

慧盈

208

号

A

款

364

天期结构性理财产品 华夏银行 保本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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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8 4,856,389,863.37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273 10,272,900,960.28

184728

基金鸿阳

1.7662 3.3377 3,532,405,802.04 2,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5844 3,168,821,246.83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9850 4.3430 5,954,217,549.21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