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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P2P流动性有妙招

□本报记者 殷鹏

随着P2P行业整体利率

下降，市场上很多资产项目

乐于从P2P领域获得资金，

促使P2P行业借款期限呈延

长之势。 网贷之家发布的

《2015年P2P网贷行业年报

简报》 显示，2015年网贷行

业平均借款期限为 6.81个

月，较2014年初的行业平均

借款期限 4个多月明显拉

长。 业内人士预测，2016年

网贷行业平均借款期限将

达到9个月。 而现实中，3个

月内的短期投资更受投资

人青睐。

为解决收益率与流动性

的天然矛盾，多家P2P平台推

出活期产品。 拥有这类产品

的平台称， 之所以能够随时

取现， 原因在于平台内部设

定了债权转让机制， 老客户

的产品被其他客户接走了。

不过，据了解，这类产品大多

是把用户的理财资金分成几

份， 一部分投入高流动性的

货币基金， 另一部分投入高

收益率的P2P产品。由于正常

情况下只有一小部分用户取

现， 所以少部分货币基金就

能满足整个项目随时取现的

用户需求。 可是这种模式一

旦遇到信心危机， 用户们在

相同时间要求取现， 未到期

的高收益P2P产品就会成为

大问题。

《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

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已于日前发

布， 网络借贷行业监管不断

加强， 各种有资金池和期限

错配嫌疑的产品将日渐杜

绝。 不过，业内对于增加P2P

产品流动性的创新行为从未

停止。

投之家近日推出全网跨

平台流动性解决方案，让投资

人可以把自己在近200家平

台的债权资产， 通过 “全网

通” 变现，从而增加P2P产品

流动性。

投之家CEO黄诗樵告诉

中国证券报记者， 用户只需

通过投之家官网申请， 后台

会根据该用户相关信息和

P2P债权情况，评估出“授信

系数” ，为该用户评价出一笔

新借款的额度 （通常是原

P2P债权的三至五折） 和周

期。 用户获得这两个数据后，

即可在相关数据的范围内发

布全网债权，包括借款金额、

期限、利率水平等。 通常在发

布后15分钟至1小时即可完

成资产变现， 间接实现资金

流动目的。

黄诗樵说， 一些P2P平

台先后推出了债权转让功

能， 投资人将持有债权通过

平台内转让的方式， 可实现

资金的临时性周转。 但在现

有的2595家平台中，绝大部

分平台不支持债权转让，而

支持债权转让的平台， 交易

大多不够活跃， 固定期限的

债权变现比较困难。 “全网

通” 本质是一种信用类借

款， 借款人在其他平台的投

资情况是衡量借款人信用度

的标准之一。 据测算，2016

年P2P网贷行业整体贷款余

额有望突破1.5万亿元，按照

1/3的存量资金有流动性需

求计算， 潜在市场规模高达

5000亿元。

风向标

黄金市场有望回暖

□李宝福

本周是2016年的第一周， 国际金价迎

来开门红，全周上涨3.71%。 黄金价格的上

涨，一方面是地缘政治冲突再起，导致避险

情绪升温。 另外，周一公布的美国以及中国

制造业PMI数据大幅走弱，市场担忧全球经

济持续下滑，为金价反弹添加动力。

明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谢堃认为，本

周美国经济整体疲软，仅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数据强劲增长。美国2015年12月ISM

制造业PMI大幅下滑， 再度刷新2009年9

月以来新低，该数据已经连续两个月处于

荣枯分界线之下，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下

滑的担忧。美国2015年11月营建支出月率

大幅下滑，基础建设投资占美国GDP很大

比重，该数据的下滑将直接影响美国GDP

增速。 整体来看，较为疲软的美国经济数

据对黄金和白银价格构成支撑。

近期， 众多美联储官员发表鹰派言论，

并对未来经济充满信心，支持货币正常化进

程，美元指数升至一个月新高。 美联储副主

席费希尔表示，当金融市场过热时，有必要

通过加息来抑制。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

表示，美联储上个月升息是朝着更为正常的

政策时代谨慎迈出的第一步，并暗示美国经

济将持续改善。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则

认为， 美国经济有望持续稳健增长， 预计

2016年可承受3至5次升息。

明富金融研究所认为，从技术上看，

本周黄金持续反弹， 当前已突破前期重

要阻力位，新的上升空间已经打开，投资

者可把握逢低做多黄金的机会。 白银当

前面临重要技术性关口， 如向上突破则

打开新的上升空间。

黄金作为首饰、保值、传承、可兑现等

多元组合型的商品， 始终对国内消费者产

生强大的吸引力。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

2015年1月至9月， 中国黄金消费量增长

7.8%。 宝瑞通典当行是一家全国性公司，

在北京、天津、上海、宁波、深圳、三亚都设

有分公司， 从其民品经营中心2015年四季

度销售数据看，黄金销售额呈上升趋势，增

长15%， 进一步验证了国民对黄金消费的

信心。

那么何时是入手黄金的有利时机呢？宝

瑞通典当行民品经营中心总经理李洁表示：

“目前全球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各类商品及

投资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

黄金价格虽然飘忽不定，但黄金的货币属性

决定了其保值增值功能，因此，黄金销售热

度不减。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联储加息靴

子落地，金价有望触底反弹，2016年春节可

能是选购黄金的窗口期。当然投资是有一定

风险的，还是要慎重出手。 ”

银行理财

美元产品成资产配置“新宠”

□陈洋

从2015年11月2日到12月

23日， 人民币兑美元已贬值

2.5%。 市场人士预计，美元理财

收益有望迎来一波中线反弹，

且优良的美元资产将成为资产

配置时的“新宠” 。 随着国际化

进程的推进， 汇率波动将对投

资者带来更大影响。 从中长期

来看，美元走强是大趋势，相关

产品收益率将上升。 由于一直

以来，在银行外币理财市场中，

美元理财产品发行量占比较

大， 因此美元理财产品收益率

水平的企稳， 拉升了外币理财

市场的整体平均收益率。 虽然

2015年外币理财产品收益率震

荡下行， 但下跌幅度远不及人

民币理财产品， 且其平均预期

收益率亦在2015年10月和11月

时出现企稳。

2015年对于银行理财市场

来说可谓是流年不利， 收益率

自二季度开启连续下跌模式。

融360数据显示，2015年12月银

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

为4.22%，创两年新低。 从全年

收益率走势来看，前4个月理财

产品的收益率尚且稳定， 虽然

市场利率在下降， 但得益于股

市火爆， 银行理财收益并未下

滑。 不过自2015年5月开始，收

益率节节败退，连续8个月处于

“下跌模式” 。 融360理财分析

师预期，2016年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将继续下滑。

作为银行理财和信托，这

类隐形刚兑产品过去一直是投

资者获得稳定收益的重要途

径。 就连不少上市公司的资金

也通过购买理财产品获得绝对

收益。 普益财富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12月25日，352家银行

累计发行的面向个人投资者的

人民币封闭式理财产品共

82275款。 根据已有数据推测，

2015年银行理财存续规模保守

估计将突破20万亿元。 目前，银

行理财业务处于高速发展期。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各类资产

收益率普遍进入下行通道，要

获得6%以上的收益率难度非

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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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较

上周降低0.14%。 7天以内的理

财产品共有23款， 周均收益率

达到3.57%， 环比提高0.05%；8

天至14天期限的理财产品共有

15款， 周均收益率达3.80%，环

比降低0.23%；15天至1个月期

限的理财产品共发行8款，预期

收益率达 4.24% ， 环比降低

0.04%；1个月至3个月期限的理

财产品共有375款，周均收益率

达4.33%，环比降低0.04%；3个

月至6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共

发行 287款， 周均收益率达

4.38%， 环比降低0.16%；6个月

及以上期限的理财产品共发行

221款，其中12个月及以上期限

的理财产品共有79款， 周均收

益率为4.17%，环比降低0.2%。

从发行银行类型来看，各

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多来

自中小型银行。 高预期收益类

型均属于保本浮动收益型与非

保本浮动型。 从具体各期限预

期收益率最高产品来看， 晋商

银行发行的一款保本固定收益

型产品以5%的预期收益率夺得

15天至1个月期限第一的位置，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发行的一款

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10%的预

期收益率，居6个月至12个月期

限产品收益率首位。

银行与电商消费金融战正酣

□本报记者 高改芳

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中，发起人

由首批银行系为主，逐步拓展到家

电制造、零售百货和电子商务企业

等。而且消费金融试点今年将逐步

拓展到全国。包括海尔、苏宁、重庆

百货、物美控股、联通等大型零售

商、运营商纷纷申请这一牌照。 电

商系蚂蚁“花呗” 、“京东白条” 等

互联网消费金融也已开展得如火

如荼。

银行业人士认为，开展消费金

融业务，银行优势是有低成本资金

和给客户的贷款更便宜；电商等机

构则认为，自己胜算的把握在于大

数据及更好的客户体验。而他们的

一致看法是，2016年将是消费金融

爆发元年。

银行发力

2010年3月， 中国首批4家消

费金融公司北银消费、 中银消费、

锦程消费、 捷信消费金融公司成

立。4家公司中，除捷信为外商独资

企业外，其余3家分别由北京银行、

中国银行、成都银行控股。

银行对消费金融板块的重视

也与日俱增。招商银行方面表示，

其消费金融主要包括信用和抵押

两大类产品，最高额度可达2000

万元。 在贷款用途方面，招行“消

费贷” ， 除购物外， 还可用于装

修、旅游、教育、出国、留学等多个

方面。

2014年底，招商银行率先推出

移动互联网贷款产品“闪电贷” 系

列， 可通过手机在线自助申请贷

款。借款人可在超短时间内获得授

信额度，可提现至个人结算账户用

于个人消费。

平安银行消费金融“薪易通”

日前发布， 目标客户是工薪阶层，

信用额度30万元。 如果有抵押品，

贷款额度可达到100万元。 最高日

息为万分之二点七，最低万分之一

点六。工薪阶层借钱旅行、装修、结

婚，以及进修等都可以满足。

平安银行消费金融事业部总

裁朱俊霞指出，银行存贷比已经放

开，利率市场化以后对于商业银行

而言，就是资本金管理问题。 银行

除有风控模型积累以外，有强大的

信誉、资金。 而像小贷公司等消费

金融机构，资本金只能放到1.5倍，

其所服务的客户也好，提供的金额

也罢，都有局限性。

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认为，未

来监管放开在线征信授权、 开卡、

接受跨行结算卡、打通第三方机构

结算账户等，将衍生出更多创新获

客模式，零售信贷产品将实现全市

场无障碍、全渠道推广，迎接我们

的将是更广阔的消费市场。

电商突围

但在电商看来，银行提供的服

务并不能满足需要。京东消费金融

事业部总经理许凌介绍，据央行统

计，个人消费金融在银行信贷资产

中的比重不足15%，另外的85%都

是对公的企业性质贷款。而个人消

费贷款里面， 也就是信贷资产的

12%是中长期消费贷款， 是房贷。

“如果消费金融还用传统模式做，

跟不上消费结构的改变，所以我们

在一年多以前提出，要做消费金融

里的快消品。 ”许凌说。

京东消费金融目前已经推出

旅游白条、租房白条等融入线下场

景的消费金融产品。与银行的差异

化竞争，使得电商消费金融业务快

速增长。

据公开数据，蚂蚁“花呗” 上

线20天用户数即突破1000万；京

东“白条” 2015年6月交易额同比

增6倍；刚刚上线4个月的苏宁消费

金融，也有苏宁1600多家线下门店

及苏宁云商的亿级用户做支撑。

此前有银行宣布关闭京东

“白条” 的支付通道。对此，京东消

费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许凌称，即便

有些银行选择不合作，也不会影响

到白条正常运营。 “白条” 是赊购

模式，并不是信贷模式。 当中没有

垫资行为，“大家习惯企业压企业

账期， 当出现个人压企业账期时，

反而不习惯。 ”

许凌介绍，2015年8月中信银

行与京东白条建立合作，推出中信

白条联名信用卡，这使得银行的线

下场景消费与京东线上消费互利

衔接。

数据显示， 双11单日京东白

条用户同比增长800%，占商城交

易额比例同比增长 500% ，“白

条” 客单价达800元，分期客单价

达1500元。 记者实际操作后发现，

京东“白条” 与信用卡功能类似。

得到京东“白条” 资格的用户在

购物时， 可以选择最长30天延期

付款或者最长24期分期付款两种

方式。 如果选择前者，用户不需要

支付任何利息； 选择后者则按照

每期约0.5%的利率计算。 京东金

融消费金融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白条” 将覆盖更多支付场景，

比如租房，旅游等。

金融消费元年

据中国银联发布的网络交易

数据，2016年元旦假日期间（1月1

日至1月3日），银联网络交易量再

度刷新，交易金额和笔数分别达到

3486.4亿元和2.5亿笔，同比分别增

长26.2%和16.4%。

从消费构成来看， 跨年促销

火热， 购物类消费是元旦消费重

头戏。 2016年元旦假期，百姓日常

类消费超过1000亿元， 其中购物

类消费占比接近六成， 同比增幅

为25%。 这些购物类消费中超市

行业增幅最快， 交易金额较2015

年同期增长超过50%； 大型家电

类商户交易金额同比增长22.6%，

笔均交易金额略有下降， 开年伊

始更多消费者选择为家庭添置小

型家电。

许凌认为，2016年消费金融行

业会有两个变化：极度竞争和极度

增长。京东金融定位是金融科技公

司，以大数据为基础，具备风险管

理和风险定价能力，这些风控和风

险定价能力会输出到金融场景中，

体现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我们

想看到这个行业极度增长，而在极

度增长情况下，我们想选择合作伙

伴。2016年京东消费金融将走出京

东，实现风控能力标准化和产品化

标准输出，这背后是我们对过去两

年形成的核心金融能力的信心，从

而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生态，希望

能够为金融合作伙伴带去更多支

持。 目的不仅是希望能拓展客户

层， 更希望做消费金融的快消品，

融入场景、移动体验、科技风控。 ”

许凌说。

北京地税联手银联

实现线上线下缴税全覆盖

□本报记者 殷鹏

日前， 北京市地税局与

中国银联北京分公司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深入推

进线上线下业务合作， 共同

打造“互联网地税局” ，实现

多种渠道便民缴税服务，让

纳税人缴税更方便、更快捷、

更安全。

根据该协议，双方将推进

北京地税辖区内200多个办

税服务厅实现刷卡缴税，实现

税款直接缴入国库，也能实现

信息在各部门之间的共享；通

过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产品，帮

助缴款企业和个人通过北京

互联网地税局网上办税大厅

和手机客户端在线上直接缴

纳税款，做到报税缴税一站式

服务。

此外，双方在未来将推出

办税服务厅自助终端和渠道

的自助缴税服务，研发互联网

和移动客户端自助缴税新途

径，最终实现缴税服务线上线

下渠道全面覆盖，让随时随地

快捷缴税成为可能。

据了解， 北京市地税局

与银联此次推出的多渠道便

民缴税服务主要服务于部分

未签订委托扣款协议， 或是

签约账户临时出现状况的纳

税人， 让他们可通过办税服

务厅现场刷卡缴税， 也可通

过网上银联在线支付直接缴

纳税款。

“只要是带有银联标记

的银行卡都可以用于线上

线下缴税。 尤其是通过银联

在线支付线上直接缴纳税

款， 实现了纳税人网上申

报、生成电子税票、网上支

付的闭环操作，不需要再多

跑一趟银行， 十分安全便

捷。 ” 北京市地税局相关负

责人说。

“这不仅便利了纳税

人， 也极大地减少了办税服

务厅柜台的工作量， 减轻了

办税服务厅每日对账、 结账

的工作压力， 有效降低了工

作风险。 ” 中国银联总公司

副董事长陈志说， 北京地税

与银行卡组织合作， 探索多

元化缴税方式， 构建多渠道

便捷缴税体系， 是优化税收

软环境， 推进税收现代化建

设， 拓展纳税服务空间的有

益尝试。

“北京地税与北京银

联 的 合 作 实 现 了 人 民 银

行、税务、商业银行和银联

等部门的资源整合 。 ” 北

京市地税局局长杨志强表

示， 目前北京市地税局正

全力构建互联网地税局 ，

利用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等

“互联网+税务 ” 的思维

模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技术实现税收征管 、

纳税服务、税务稽查、风险

控制等业务的信息化和智

能化。

期限 预期收益率%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收益类型

≤7

天

4.2

兴业银行私人银行客户专属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7D001)(

周五

款

)(2016

年

1

月

5

日

)

兴业银行 非保本浮动

8-14

天

4.4

双周盈第一期理财产品投资期

87

深圳农商行 非保本浮动

15

天

-1

月

5

晋商银行个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

安盈

25

号

)

晋商银行 保本固定

1-3

月

15 "

聚宝财富专享

4

号

(

结构性

)"

人民币理财产品第

1512

投资周期 江苏银行 非保本浮动

3-6

月

7

刺桐红银博士

2016-Y001

号

B

款 泉州农村商业银行 保本浮动

6-12

月

10

创富理财特定系列

335(

扶贫理财

)

东莞农村商行 保本浮动

12

月

≥ 7 "

易达盈

"

保本投资产品系列

29

人民币产品

(3

年

)

东亚银行

(

中国

)

保本浮动

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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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2.75-4.2 3.52 2.4-5.2 0.05 23

8-14

天

3.80 2.9-4.4 4.03 2.85-5.2 -0.23 15

15

天

-1

月

4.24 3.2-5 4.27 3-6.4 -0.04 8

1-3

月

4.33 0.31-15 4.37 0.31-7.35 -0.04 375

3-6

月

4.38 0.41-7 4.54 0.41-10.8 -0.16 287

6-12

月

4.23 0.6-10 4.51 0.75-8 -0.28 142

12

月

≥ 4.17 0.8-7 4.37 0.4-8 -0.19 79

各期限的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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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3 3,820,039,249.87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997 10,996,961,426.32

500038

通乾基金

1.5152 4.0532 3,030,394,689.64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2420 2.8135 2,483,991,505.18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5007 4502202591.11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3004 2,600,882,151.58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5730 3.9310 4,719,986,562.65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