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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潮流

提示板

理财看台

避险情绪推升金价

□明富金融研究所 谢堃

本周国际金价先抑后扬，一度

回踩1200美元/盎司关口， 周线收

长影线十字星。 周一国际金价大幅

下滑，主要受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

斯特发表鹰派言论，支持美联储年

内加息，黄金应声而跌。 随后公布

的美国经济数据整体疲软，市场对

美国经济担忧再起，避险情绪推升

金价企稳。

本周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整

体疲软，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美联

储渐进式加息。 数据显示，美国2月

Markit制造业PMI数据下降至51，

创2012年10月以来最低水平，虽然

该数据仍然处于50荣枯分界线之

上， 但与ISM制造业数据相印证，

表明美国制造业正处于3年内最糟

糕的环境。 美国1月成屋销售总数

年化上升至547万户，创去年7月以

来最快销售速度。 但是上周四公布

的新屋开工和营建许可双降，预示

着未来美国房地产业会降温。 美国

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至92.2，为

去年7月来最低，且低于预期。 消费

者对现状的评估遭到弱化，预示着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可能下滑，通胀

水平仍面临压力。 整体上看，疲弱

的美国经济数据对美元指数形成

压制，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再次下

降，黄金则获得上行动力。

上周四美联储公布了1月货币

政策会议纪要，大多数官员认为大

宗商品暴跌，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

剧烈动荡令美国经济前景蒙上阴

影，对通胀的担忧有所加深，经济

前景有下行风险，可能影响美联储

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另外，近期

美国经济数据整体疲软，主流投资

机构和美联储官员越来越多地提

及负利率，这足以说明美联储加息

进程受阻。 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

示， 美联储3月加息概率已跌至

0%，6月加息概率为44%。 极度悲

观的联储会议纪要打压美元指数，

黄金则获得上行动力。

2016年黄金ETF持仓流入已

超过2015年流出总额，黄金ETF需

求强劲为金价提供了支撑。 数据显

示黄金ETF今年已持续增加154

吨，今年流入的总和已经超过去年

减仓总和138吨。 本周来看， 黄金

ETF周一持仓增加19.33吨，总量达

到752.29吨， 是自2015年3月以来

的最高位。 这表明市场对金价上行

充满信心，当前金价依然处于一个

健康和稳健的上行趋势中。

明富金融研究所认为，全球经

济放缓以及金融市场动荡或长期

存在， 美国经济前景有下行风险，

通胀水平受到抑制，黄金的避险需

求将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得到释放。

全球主要经济体继续宽松，甚至一

些国家已经开启负利率时代，投资

者对资产保值需求将推升黄金需

求，金价打开上升空间。 技术上看，

金价处于上升通道当中，均线系统

呈多头排列，投资者可把握逢低做

多机会。

本周白银价格走势弱于黄金，

但已回落至重要支撑位附近，逢低

买盘力量开始积累。 日线图当前受

5日及10日均线压制， 短期或维持

震荡。 日线图MACD指标看，快慢

线零轴上方死叉且向下发散，绿色

动能柱开始增长，白银走势可能受

压。 明富金融研究所认为，银价本

周维持震荡格局， 但上行趋势良

好，投资者可把握逢低做多机会。

房地产信托发行重拾升势

□本报记者 高改芳

尽管与鼎盛时期相比，如今

传统领域业务的市场环境有所

转变，但是2016年房地产和政信

等业务仍将是大多数信托公司

的主要发力方向。

用益信托工作室的投资建

议是，当前面临的投资理财环境

并不令人乐观。 当投资者不知道

如何配资资产时，不再能够找到

好的资产时，不再能够找到高收

益产品时，不再愿意冒本金亏损

的风险时，保卫好财富才是您应

该做的。 伴随着信托业进入“新

常态” ，2016年信托投资策略

是，传统领域以稳健为主，创新

领域谨慎配置。

重拾升势

在经济下行与优质资产相

对稀缺的背景下，国内高净值客

户人群可投资资金规模不断攀

升，大量资金缺乏投资渠道。 与

此同时，伴随着实体企业资金链

紧张与资本市场剧烈波动，通过

信托工具帮助客户解决资产保

全、财富传承等多元化财富管理

需求将不断增加，传统的房地产

信托或迎来新一轮发展期。

中原地产研究部统计数据

显示，日前，一线城市2月共计签

约土地15宗， 平均楼面价高达

14492元/平方米，刷新了最高月

度纪录， 同比2015年2月成交土

地成交均价涨幅高达150%.

随着房价的企稳回升，房地

产信托的发行规模水涨船高。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的统计

数据， 从2月15日到2月21日的

春节后第一周内，发行规模最大

的是中融信托发行的 “融盛一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第十一

次开放）” ，为10.02亿元，投向

房地产领域， 投资方式为贷款；

该周发行规模最小的为厦门信

托发行的 “中泛建设1602号流

动资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发行规模为4000万元，投向

房地产领域。

不过，房地产信托的发行是

否能持续升温有待观察。 从1月

成立的集合产品投资领域分布

来看，其他领域和基础产业占比

最大，二者融资规模之和占比超

60%。 其中成立产品融资规模最

大的是其他领域产品， 成立的

134款产品共募集资金324.15亿

元，占总成立规模的33.4%，高居

榜首，其中信息披露不完全是主

要原因。

1月房地产领域共成立52款

产品，募集113.34亿元，占比为

11.68%，较前月回落2.47个百分

点。 从统计数据来看，房地产市

场投资呈回落走势，去库存化是

市场主旋律。

主角地位难撼

2016年1月， 用益信托工作

室发布最新的用益信托指数为

62%， 回升至50%分界线之上，

可简单理解为新年第一个月信

托市场景气度有所回温。 当月，

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信托业发

展没有出现增长的断崖式下跌，

而是保持常态增长水平。 伴随着

实体企业资金链紧张与资本市

场剧烈波动，越来越多的高净值

人群由于缺乏合理的财富管理

与保护手段，资产大幅缩水的现

象比较明显。

百瑞信托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分析认为，2016年， 房地产类

信托仍是信托行业的主要目标

市场。 该工作站研究员李永辉博

士认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黄金

十年已经过去， 可以预计，在

2016年，“去库存” 是房地产行

业主题。 因此，交易对手和项目

区位的选择显得愈发重要。 在

“资产荒” 大背景下，大型房地

产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化，

一般不会愿意承担信托资金的

高成本，中小房地产企业选择资

金来源的空间较小，将是信托公

司的主要目标客户。 但是随着交

易对手信用级别的下降，房地产

信托产品所承担的风险会相应

提高。

对于房地产信托，用益信托

工作室建议，应择优选择。 房地

产信托几年前曾以近20%的高

收益率傲视整个行业，但楼市近

几年的不景气，房地产信托的风

险事件不绝于耳，这暴露出信托

公司在尽职调查或是风控手段

上存在一定问题，给信托业敲响

了警钟。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少

有31款产品被媒体爆出兑付风

险问题，涉及平安信托、长城新

盛信托、中融信托、中信信托、华

宸信托、华鑫信托、新华信托、光

大信托等14家信托公司，其中受

河北融投事件波及的信托公司

至少有10家，投资领域涵盖房地

产等领域。

然而， 从理性角度来说，对

于房地产信托， 投资者没必要

“谈虎色变” 。 在选择该类产品

时，投资者除了关注信托产品预

期收益率和期限外，还应当对开

发商的资质、 当地市场环境、担

保方实力等情况给予更多关注，

尤其是对信托资金所投地产项

目的基本情况要有所了解。 一般

来说， 房地产信托所融资金，有

的是用来买地，有的是已经买完

地融资来开发，还有的是融资后

进行后期物业建设。 在当前房地

产宏观调控背景下，如果选择一

线城市、重点二线城市的房地产

项目， 后期开发风险会相对小

些，而用于买地、前期开发的，若

政策面偏紧或开工进度受阻，风

险相对较大。

在交易对手选择上，用益信

托工作室建议选择中大型房地

产开发商，规避小型开发商及单

体项目。 当前小型开发商在融资

市场逐渐被边缘化，或是寻求与

私募地产基金合作。 近两年出现

风险问题的地产项目大多是中

小型项目， 从风控角度来看，未

来信托公司会倾向与大型开发

商合作，因为信托公司比投资者

更担心小型房地产开发商的信

用风险。 中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一

般都有多个项目同时操作，并且

依靠集团信用可以多渠道募集

资金，腾挪空间相对较大，总体

上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较低。

财经风云话本

孟三娘后院起火 患难容易享福难

□林华伟 李恺旭

上回孟三娘向兄长透露了自己

改头换面、 粉墨登场的大计划后，凤

生集团也开始磨刀霍霍，准备为成为

新世纪闪闪发光的高科技信息化互

联网公司大干一场，就连集团大厦中

也随处可见“为成为中国的乔布斯孟

艰苦奋斗”的标语，着实慷慨激昂。

孟三娘万万没想到，跟她一起白

手起家的兄弟们一听到白奇士的重

组计划，就各自手脚发麻，心想：“可

真是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我

们这些人做汽车零件十几年，现在偏

被逼着转行跟着一窝蜂做什么互联

网，这不明摆着赶我们走吗。 到时候

这个白奇士还不得骑在我们头上。 ”

于是乎，几个高管们一合计，决定派

陈老二为兄弟们请愿，对孟三娘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

这天，陈老二来到孟三娘的办公

室与她推心置腹，从当年几人一块下

车间跑客户，讲到这几年门庭若市各

路金主跪求入股；从家长里短谈到国

家大事，循循善诱就希望孟三娘能明

白兄弟们坚持做老本行的决心。哪曾

想孟三娘早已吃了秤砣铁了心，两人

不欢而散。

孟三娘最后大声喝道：“话不投

机半句多。 这件事不用再说，我已经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陈老二听到这

话气得脸色铁青，撂下一句狠话：“老

大，既然我们跟不上您先进的管理思

路，就给兄弟们一条生路，我们拿钱

走人不干了。 ”

陈老二及兄弟们没想到，白奇士

早已料到老凤生人绝不会心甘情愿

支持重组。 早在陈老二之前，白奇士

就已经带上了丰厚的礼物摆在孟三

娘面前。这礼物就是背书孟三娘最倚

重的大公子马小腾出任重组后公司

的

CEO

。 有道是擒贼先擒王，白奇士

一早就做足了功课，知道这大公子马

小腾刚从国外著名大学计算机系学

成归国， 踌躇满志正打算一展身手。

而所谓一物降一物，在外头说一不二

的孟三娘拿着马小腾毫无办法，完全

言听计从。

陈老二从三娘办公室出来后，也

懊恼自己图一时嘴快乱了分寸。回去

跟兄弟们报告之后，不曾想兄弟们已

经听说了马小腾即将上任的消息，眼

看着自己辛苦做起来的蛋糕竟要被

外人和一个小毛孩分了去， 纷纷表

示：“二哥，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兄弟们跟您共进退。 ”

就此， 孟氏母子与陈老二一众

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几次谈判下来，

孟三娘就是一句话：“目前凤生准备

重组需要大量资金， 要想公司和我

回购股权，价格就只能是这个数。 ”

期间， 从小道消息听说陈老二众人

正在努力鼓动其他职工老股东，但

三娘自信这

4000

人职工股东的股权

都由她信托代持， 任其他人如何兴

风作浪也无用。

直到几个月后的某一天，三娘约

孟老爷到茶园品茶，三娘笑谈中春风

得意，感慨道，“想跟我斗，他们还嫩

点。 ”不一会，三娘的电话响起，电话

那头的马小腾声音尤为激动：“娘，大

事不好了，

2000

多老职工要联名告咱

们呢，他们要解除信托。 肯定是陈老

二那厮不知好歹撺掇的。 ”

此时， 三娘的电话再次响起，只

听电话那头白奇士董事长已怒发冲

冠，“孟总，买卖不成仁义在。 您这样

做，是不是不太厚道？ ”

“白总，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听不懂？您别装了。您背着我让

陈老二去找黑奇士， 您以为我不知

道。 黑奇士跟我们向来不对付，再说

他们在凤生最近增持了多少股，不用

我提醒您吧……”

还没等电话那头说完，孟三娘就

觉得手脚发软眼前一片漆黑，失去意

识之前她就记得说了一句话，“哥，打

电话，找程象。 ”

欲知三娘如何平复后院大火，且

听下回分解。

风向标

搭桥银行与借款人

解密手机端“随借随还”

□本报记者 殷鹏

随着消费群体的年轻化、消费观念的改变和消费

习惯的升级， 信贷消费理念逐渐被中国消费者接受。

相关贷款业务迅速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关注的蓝海。

如今打开手机APP， 分分钟就能轻松借到一笔钱，这

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近日，手机贷款app飞贷金融2.0版本上线，主打

“随时随地” 、“随借随还”与“一次授信，终身使用”

三大特性。客户可以快速借款、还款，如同在手机里安

装了一个银行柜台。手机下载相关APP后，五分钟，四

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贷款申请、审批。客户可以任意选

择提款金额、任意选择还款期限、部分或者全部提前

还款、任意延长或者缩短还款期限、任意选择和调整

还款日等功能。 通过定期更新信用数据，动态调整用

户的信用额度和费率。 这款APP将38个城市开放功

能，凡是利用征信数据可以识别和计量信用风险的人

都有机会获得贷款。

飞贷金融总裁曾旭晖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希

望打造一个开放平台，一边是大量有金融消费需求的

老百姓，另一边则是银行。“在个人‘随借随还’贷款

方面，其实银行力量不足。凭借技术优势，我们把整个

借款生态链补齐，使得金融资源平顺地从金融机构流

向金融消费者。资金都来自银行，这类资金价格便宜、

量大且稳定。 因为利用了互联网C2B渠道，我们的运

营成本可以压到很低。这种轻运营的方式能够降低客

户最终承担的贷款成本。 ”曾旭晖说。

经济学家樊纲表示，融资难、融资贵是产能过剩

后的产物，但也有体制、机制的原因。 过去，金融机制

阻碍太多，激励不足。“银行信贷审批来审批去，一个

村里的小贷款，可能要由总部审批，再加上信息成本，

最终成本就高的不得了。 依托互联网技术，现在出现

一些新的借款形式，他们不仅在技术上打破了原来的

障碍，从银行到消费者、使用贷款的人，贷款成本可以

大幅降低。 银行最难做的事就是防范风险，新模式给

予银行一种快捷的途径防范风险，让贷款审批周期变

得更短。 ”樊纲说。

贷款成本的计量，要根据客户的违约概率来确定。

对于潜在不良客户的防范，是这类“随借随还”平台必

须面对的难题。“得有一整套风控核心决策系统，这套

系统就像一个‘超级计算机’ ，对借款人进行分析、运算

和判断。此外，‘智能化反欺诈系统’借助‘人脸识别’ 、

‘设备指纹’ 、‘行为特征分析’等一系列技术，自动识

别欺诈行为，加以拦截。当前实体经济状态不太好，大家

都有共识。 银行已经连续16个季度出现不良贷款率上

升，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目前消费贷款的不良率肯定比

之前若干年大大提高。但在金融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经

验告诉我，在经济增速下行期，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下，个人消费贷款是资产组合中最优的一块。 应当说它

是最抗风险的资产类型。 ”曾旭晖表示，“飞贷1.0版本

在深圳试运行了几个月，样本量不够，还无法公布最终

的坏账水平。但就个人感受来讲，还是有点喜出望外。”

Samsung�Pay在磁条卡POS上也能用

□本报记者 殷鹏

后登场的总得有点绝活儿。

继2月18日Apple� Pay上线以

后， 苹果最重要竞争对手三星的

Samsung� Pay于2月24日展开公

开测试。 Samsung� Pay是一款手

机应用，能够让用户在手机上管理

和使用自己的借记卡和信用卡，并

实现支付。 理财达人小胡有幸参与

了这次公开测试，最让他感到神奇

的，是当手机接近旧式（仅能接受

磁条卡）的POS，也能实现支付。

小胡记得第一次使用Sam-

sung� Pay的有趣经历。 那是在机

场买一杯咖啡， 小胡掏出手机支

付，店员说：“对不起，我们这里不

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只能刷卡

或使用现金。 ”小胡说，“我的手机

就是一张银行卡，你让我试试吧。”

其实小胡当时心里也没底：在一部

只能接受磁条卡的POS上晃动手

机，这靠谱吗？

店员此时已经按照正常刷卡

步骤操作，需要小胡提供卡片时，

他将手机靠近刷卡槽，啪的一声，

支付成功， 刷卡凭条徐徐打印出

来。“我现在还记得收银员的表情

从怀疑到吃惊的戏剧性变化。” 他

表示，其实使用Samsung� Pay的

过程很简单，无论是锁屏、黑屏或

主屏幕， 都可以直接由屏幕下方

向上滑动指尖， 调出银行卡，然

后， 通过指纹认证或输入数字密

码，验证成功后进入到支付状态。

此时将手机靠近POS的刷卡槽区

域或者NFC阅读器区域， 即可完

成支付。

与Apple� Pay类似，Samsung�

Pay同为手机虚拟卡包类支付应

用， 优势在于兼容性， 既可用于

NFC终端POS机，也可以用于没有

NFC功能的磁卡式POS机， 因而

Samsung� Pay能够在绝大部分有

POS机的线下商家中使用。

具体来说，NFC （近场通信技

术）允许两个设备在很近的距离范

围内交换数据。 为了让它工作，两

个设备都需要NFC芯片，而这不是

所有的线下商户都配备的。 如果遇

到只能接受磁条卡的POS，实现手

机支付的原理并不复杂：当磁条卡

与 POS摩擦时会产生磁信号 ，

Samsung� Pay通过手机模拟出这

种磁信号，从而实现支付。 在用户

通过网络完成银行卡注册并下发

后，在实际交易时就可以不再需要

网络也能完成支付，使其能够在诸

如地下车库、地下超市、商场以及

偏远地区等网络信号不好的地方

使用。

可 以 说 ，Samsung� Pay 比

Apple� pay应用的范围更广。 而在

安全性方面， 二者的区别并不明

显，都是通过指纹认证或数字密码

进行支付验证。小胡说，“有了这些

手机支付后，以后钱包里根本不用

装实体卡，而且可以致电银行信用

卡中心，自己的所有银行卡都可以

‘免除密码’ ， 只要记得别忘记带

着三星手机就好了。 ”

如果手机丢失，在没有与账户

相关联的指纹或数字密码的情况

下机主的支付信息不会被调用，机

主也可以通过“查找我的手机” 功

能， 远程锁定或擦除 Samsung�

Pay，从而保证用户隐私。 当然机主

也可以联系银行客服人员，对绑定

的银行卡进行挂失处理。

无论是Samsung� Pay， 还是

Apple� Pay都支持多张银行卡的

绑定。 理财达人小胡称，只要问清

楚哪家银行在即将付款的商户优

惠力度大就用哪家的银行卡。

此外，小胡提醒，由于是公开

测试期， 目前能够支持Samsung�

Pay的银行有7家，分别是中国建设

银行信用卡或借记卡、中国光大银

行信用卡、广发银行信用卡、中国

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国工商银行信

用卡、平安银行信用卡、中信银行

信用卡或借记卡，支持的手机机型

分别是Galaxy� S6edge+、Galaxy�

Not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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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196,785,449.01 2,139,725,799.91 2.67

营业利润 35,319,340.06 1,679,888.64 2,002.48

利润总额 46,649,345.96 3,624,878.33 1,18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908,710.54 4,221,969.48 84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02 8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0.29 2.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872,767,630.03 3,163,861,780.88 2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76,278,908.60 1,436,855,996.57 44.50

股本 251,242,155.00 222,560,000.00 1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26 6.46 27.8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

收益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002.48%、1,186.92%、 845.26%、800%，主要原因为

公司新能源板块业务拉动，动力锂电池和六氟磷酸锂产品市场良好，动力锂电池

销量增加，六氟磷酸锂进入新景气周期，价格回升较快，盈利能力回升。 综合毛利

率由上年的12.67%上升为今年的17.37%。 净利润的增加导致每股收益同幅度增

长。

2、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387,276.76万元，较期初增长22.4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07,627.89万元，较期初增长44.50%，主要系非公开发行

股票、限制性股票股本溢价所致；股本为25,124.22万元,较期初增长12.89%；每

股净资产8.26元，较期初增长27.86%。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2015年10月22日，公司发布《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号：2015-114），预

计2015年度业绩同比2014年度增长 800-850%；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845.26%，与业绩修正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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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90 3,597,118,161.69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655 10,654,855,500.61

500038

通乾基金

1.4368 3.9748 2,873,501,835.96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0927 2.6642 2,185,364,591.40 2,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1582 2,316,401,792.71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3860 3.7440 4,157,292,660.55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