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级理财产品暗藏玄机

高杠杆+资金池 银行理财资金亟待穿透

本报记者 周文静

日前，有消息称由于担忧投向债券或非标的资产波动风险，监管部门要求部分商业银行停止新发分级型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业务人员确认，目前该行分级理财主打产品———招商银行日日盈分级理财计划不再新增额度。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银行创新产品，监管部门一直比较谨慎。 但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银行存款利率下行，银行理财大有取代存款之势。 以较高收益吸引公众实现存款转移而不断壮大的理财资金一直在寻找投资去向，而近两年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资本市场的银行资金规模也在不断增大。

银行分级理财是在大资管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机构竞相参与市场角逐，银行为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而开发的创新理财产品。 业内人士介绍，尽管借用了市场上普通投资者较为熟悉的“分级基金”的名号以及用“净值”估算，银行分级理财不同于分级基金能实现投资去向透明化，除了当前市场担忧分级理财资金加杠杆进入债市等领域，还应该更关心银行理财的投向。 一些分级理财虽然用净值估算，但整个产品仍可能是以“资金池”的模式在运行，这是问题的关键。 而在分业经营的环境下，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分级理财资金涉及“场内杠杆”和“场外杠杆”叠加，加大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需要进一步实现资金穿透式管理，进而推进银行理财实现“净值化”操作。

停止新发分级理财产品

“我们也刚得到的消息，我行主打的分级理财产品日日盈分级理财计划在暂停销售后目前恢复了存量额度的流通，即不再有新增额度，客户想要购买的话只能在有已购有产品额度的投资者赎回后才有机会。 ”招商银行业务人员说，估计客户很难再买到该产品。 招行该款日日盈分级系列产品资金规模在700亿元左右。 近日，有市场消息称，银监会向部分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停止新发分级型理财产品，而这背后可能是担心投向债券或非标的资产波动风险对投资人的影响。

普益标准研究员李林夏向记者表示，由于本身规模并不大，此次监管叫停新发分级型理财产品带来的影响也有限。 目前市场上存续的此类结构化产品数量比例并不高，根据普益标准数据库进行粗略统计，目前银行理财总存续的产品4万多款，还在运行中的分级产品应该在 200来款左右，占比不到0 .5%。 从存续规模来看，国有行及股份行所占比例较高，高于城商行。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目前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贵阳银行、恒丰银行等多家银行日前均还有存续的分级理财产品。 事实上，早在2011年建设银行已经发行过此类产品。

“不过，这些只是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了解的。 银行理财产品的信披不完善，很多产品公众并不一定能得到披露的信息。 加之分级理财大部分主要在私人银行部销售，披露的信息就更少了。 而当前统计到的只要是还在存续的，一些银行也发行过相关产品但到期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 据了解，目前银行分级型理财存量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根据窗口指导，这些存量产品到期后将不得再滚动发行。 前述人士称，收益方面，A级收益与一般理财产品收益平行，年化在3.5%左右，B级收益参考基准在7%左右，但每家银行产品情况不同收益也呈差异化，恒丰银行一款91天的B级收益为5.1%，贵阳银行则有达15%收益的B级。

或涉资金池运作

深圳一家商业银行人士则认为，尽管数量和规模有限，但反映的是监管层对一些所谓创新产品的关注和监管。 随着利率市场化落地以及多次降息，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公众更愿意将钱投向以银行理财为主的较高息的产品，这也是银行理财规模屡创新高的原因。 尽管在普及投资有风险，而普通投资者会认为这类理财产品有银行的“隐性刚兑”而不易出现投资风险。 银行分级理财产品则是在大资管环境下，随着互联网金融、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机构参与市场竞争后，银行为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而开发的创新理财产品。

实际上，何为分级型银行理财产品，目前业内并无官方定义。 普益标准表示，从结构上来看，分级型产品通常分为“优先级+劣后级”的两层或多层结构，银行发行此类产品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拆分成两款发行：优先级产品+次级产品，或是A级产品+B级产品；另一种方式，在同一款产品里同时包含优先份额及次级份额，投资者也可自由选择所认购的类型。

据了解，优先级、次级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偿顺序，一般来说，产品到期后要先保证A级产品的本金及收益的兑付，然后才是次级产品；二是风险收益特征的不同，A级产品为固定收益，同一般银行理财产品无异，风险较小，B级产品具有杠杆投资属性，风险高、预期收益高，一般的产品设计为B级产品以其份额净值为限为A份额的本金及约定投资收益的实现提供有限担保，在完成对A级认购者的本金及收益的兑付后，剩余收益才归B级认购者所有。

此次被监管重点关注的是城商行的分级理财产品。 相关机构人士分析，主要是由于城商行发行的产品杠杆倍数较高且净值型产品可能存在涉及资金池运作问题。 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业内一直在倡导银行理财往净值化方向发展，市场关注的分级理财正是类净值产品的一种。 一些银行的分级理财产品除了在受偿顺序有先后，在A级使用传统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外，B级类产品中引入了净值去计算，这部分净值型产品则类似于基金估算方式。

普益标准李林夏认为，高杠杆和可能的资金池运作是此类产品发行被叫停的主要原因。 目前国有行及股份行都有发行分级理财产品，但产品设计相对的风险较小。 股份行的分级产品中，次级杠杆倍数多在3.5倍以内，多以净值型产品的方式发行；而国有行分行产品次级杠杆倍数多在5倍以内，但国有行的产品同时向优先方和次级方募集资金，并且多是面向私人银行的高净值客户。 二者所发行的产品，在投资起点上设置了门槛，个别产品次级端的认购起点在100万元以上。 而城商行所发行的分级产品的杠杆倍数不一，偏保守的银行杠杆倍数在4倍左右，有极个别的城商行发行的极少量的分级产品，其次级端杠杆倍数高达10倍。 尽管城商行部分产品也以净值型产品的形式发行，但其优先端的投资期限较次级端短，也就是说，在次级端不变的情况下，优先端的产品存在滚动发行的情况，存在资金池运作的可能。

杠杆资金需穿透

前述银行人士表示，净值估算方式对于银行理财往透明化方向发展，对行业来说是好事。 现在问题主要出现在引进了基金业的“净值” ，但比较于基金产品，银行分级理财资金的投向和分级的计算对于投资者来说仍是不透明的。 如果分级理财不能做到基金那样申购、赎回、交割以及资金的第三方托管，在优先资金存在投资期较短而滚动发行的情况，意味着存在资金池运作的风险。 同时，在分级计算和投向不透明的情况下，有可能存在不同资金收益的暗箱操作，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从分级理财产品的投向来看，近来的产品主要是投向债市，某国有行在早期也发过投向艺术品等另类投资方向的分级产品。 一般而言，分级理财资金会通过信托计划、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中间投资标的投向债券、交易所债权类资产及收益权。 “近期债市去杠杆，债市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投向债市的分级产品风险加剧，估计这也是监管层叫停分级产品发行的原因之一。 ”李林夏说。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尽管引入了‘净值’估算，但整个产品仍可能是以‘资金池’的模式在运行，资金错配是问题。 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通过资金投向透明化以实现穿透式管理，防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更是重中之重。 以投资债市为例，银行理财资金通过券商、信托资管或者基金子公司结构化产品进入市场，这类产品本身就可以设计杠杆，而如果银行理财本身再通过分级设杠杆，即意味着这些投向债市的资金既含‘场内杠杆’又含‘场外杠杆’ ，大大加大了市场潜在风险。 同时，这类资金横跨不同领域和部门，如何实现资金的‘穿透式’管理以控制金融风险考验着相关监管层的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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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用卡业务差异化发展

发卡量和交易额增速放缓

□本报记者 周文静

对2015年各大银行信用卡业务分析数据

显示，2015年信用卡整体发卡量和卡均交易额

增长呈双降趋势， 各家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已

经开始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 一改之前粗放

式发卡战略，侧重于提高信用卡盈利能力。

发卡增速放缓

据融360统计，截至2015年末，工商银行、中

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五大

国有商业银行和招商、广发、中信、民生、平安、

光大、 浦发等七大股份制商业银行等信用卡累

计发卡量达5.7亿张，整体增长16.33%，相较于去

年，增长率下降1.87%。 上述银行信用卡累积发

卡量增长率已持续两年下降。 其中，五大国有银

行累计发卡3.4亿张， 股份制商业银行累计发卡

2.2亿张，国有银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1.5倍。

在发卡量排名方面， 各行排名与去年保持

一致。 据了解，继中信、光大、民生之后，平安银

行以1988万张的累计发卡量即将冲破2000万

大关。 实际上， 各行每年都在发行大量的信用

卡， 仅工商银行2015年全年就新增发卡835万

张。不过，在几家银行中，仅中信、平安和光大银

行的发卡增长率略有上升， 分别上升5.13%、

2.61%和0.42%。大部分银行信用卡发卡增长率

相较2014年下降，或说发卡增速降低了。 增长

率下降最明显的是浦发银行， 下降10.87%；其

次是工商银行，下降5.90%；广发银下降3.50%。

融360分析师认为，中信、平安、光大等三

家银行在发卡业务上仍在“铺量” ，争取更大的

市场份额。 浦发银行经过过去一年多的突飞猛

进，略显疲态，主要是因为浦发银行业务铺设范

围受限， 发卡量增长率难因运营促销而持续走

高。工行和广发的信用卡市场占有率已经很高，

在主要城市处于基本饱和状态， 发卡量增长率

下降也在情理之中。

卡均交易额增长率下滑

2015年，12家银行信用卡累计交易额达

14.63万亿元， 同比增长19.04%， 增长率下降

13.94%。 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卡累计交

易额为6.0万亿元； 国有制商业银行信用卡累

计交易额达8.7万亿元， 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1.45倍。

除了发卡量， 银行信用卡累计交易额的高

低还取决于该行单卡活跃度及单卡盈利能力的

高低，具体表现为信用卡卡均交易额的高低。信

用卡卡均交易额=当期信用卡累计交易额/信

用卡累计发卡量。报告显示，由于广发银行未披

露2015年的信用卡累计交易额， 融360统计到

2015年，除广发银行外的11家银行整体卡均交

易额为2.77万元，相比去年提升了10.36%，增长

率下降2%。

民生、平安两家银行的卡均交易额较突出，

分别为4.74万元和4.04万元， 浦发银行挤掉光

大银行，成功跻身前三名，卡均交易额为3.59万

元。发卡量较大的农行、工行和招行在卡均交易

额方面落后， 分别为1.98万元、2.14万元和2.63

万元。

融360分析师认为，由年报数据可以看出，

各行在信用卡业务上已经开始采取差异化的发

展模式，一改之前粗放式发卡战略，各行依据自

身情况调整发卡增速。“巨头”型银行增长率负

增长，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导向更明显，侧重于

提高信用卡盈利能力。 加之近期央行发布信用

卡新规， 对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的定价规则进

行了“松绑” ，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参

考国外的信用卡行业， 未来各行将对信用卡产

品或将进行细化经营， 产品功能的设计会更加

多样化，或实行免息期长短“因人而已” 、利息

多少“因卡而已” 等具体措施。 同时，市场竞争

将会更为激烈，为了吸引消费者办卡，激励刷卡

消费，银行或开打“价格战” 、“优惠战” 。

城商行理财资金投向广泛

农商行侧重机构同业

□本报记者 周文静

普益标准发布的 《银行理财能力排名报

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城市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存续数量为17687款， 存续规模为2.98万亿元，

占比为13.15%；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商行、农

信社、农合行）理财产品存续数量为7721款，存

续规模为0.83万亿元，占比为3.66%。整体来看，

城商行目前在理财业务的发展上相较农商行仍

然存在明显的优势； 而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对机

构和银行同业的熟悉程度较高， 有望通过同业

的推进带动理财业务的发展。

业务发展存差异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 城商行发行的产品收

益类型与全国性银行更为相似， 偏爱发行非保

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其一季度该类产品发行量

占比高达73.62%；农村金融机构的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产品虽然也最多， 但发行占比仅为

49.4%，而保本浮动型产品占比则高达45.45%。

虽然在“刚兑” 的背景下，保本浮动收益和非保

本浮动收益通常都会保证投资者的收益， 但保

本与非保本涉及到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的差

别，保本类产品“类存款” 的特性较为明显，也

反映了农村金融机构在银行理财业务发展上较

城商行有不小差距。

在投向方面，一季度，农村金融机构的理财

产品所涉及的投向仅为货币市场、债券、票据、

股权、收益权、交易所债权类资产，且涉及权益

类资产占比极小，投向表现较为单一。而城市商

业银行理财产品投向则更为广泛，涉及到股票、

期货、 期权及其它金融衍生品等风险相对更大

的标的，且组合设计更加丰富。

相对单一且保守的投向类型使得农村金融

机构的整体收益率表现落后于城市商业银行。

从2016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两大金融机构整

体收益率都相对较高， 城市商业银行的中短期

限产品收益率更有优势，1-3个月期限城市商

业银行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率差值达27个

基点； 随着期限的变长， 两者间的差值不断缩

小，1年以上理财产品农村金融机构收益率则

领先城市商业银行3个BP。 由于封闭式产品需

要锁定收益率， 因此长期限产品投向通常为收

益稳定、波动性较弱的标的，而短期限理财产品

则选择面更广。同时，也反映了城市商业银行在

流动性管理及产品设计方面拥有更强的能力。

普益标准表示， 城商行理财业务整体发展

较快， 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大型城商行的理财业

务发展太过超前，拉高了整体种类的平均分。实

际上，不同城商行与农村金融机构（后合称区

域银行） 的理财业务的发展呈现出极大的差

异。排名靠前的区域银行均表现出存量大，收益

稳定，风控措施完善，产品种类多样化，信息披

露程度高等特点。 而排名靠后的小型区域银行

则表现出存量小，增长速率快、收益率较高、产

品单一且类存款性质明显等特点。

发展方向有区别

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过去依赖存贷利

差的传统经营模式利润空间较大，缺乏发展理

财业务的动力；同时受限于经营理念、创新意

识、人力物力等各类主观、客观因素的限制，致

使农村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整体起步较晚、发

展较慢。 但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利率市

场化推进基本结束， 信贷业务息差持续缩窄，

商业银行不得不谋求转型。 银行理财作为国外

成熟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支柱业务之一，其未

来的成长潜力使得更多的中小型城商行及农

村金融机构开始大力拓展该类业务。 目前，农

村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发展程度较城商行有

明显的差距，整体产品类型较为单一。 但是参

考2014年城商行理财业务高速发展时期其产

品的“类存款” 特征也极为明显，但短短一至

两年时间内，该类业务的发展程度便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除当前城商行与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阶

段不同外， 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差别。

普益标准分析，2015年， 银监会曾明确提出过

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坚持服务“三农” 的根本不

能变，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区域性特点。 对于

个人理财业务，农村金融机构的客户粘性对比

其他发行主体偏弱； 同时受区域性特性的限

制， 相对的个人理财市场总额并不会特别大，

因此最终的市场份额占比会相对较小，发展空

间有限。 相比而言，机构和同业理财业务对于

农村金融机构及小型城商行的迅速扩张理财

业务规模， 推动部门快速发展有较明显的帮

助。 同时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机构和银行同业的

熟悉程度较高，在业务的推进及管理上会更加

容易；另外，农村金融机构整体网点偏少（部分

大型农商行在特定区域拥有大量网点）的特性

对机构和同业理财业务影响较小，但对个人理

财业务影响极大。 因此，农村金融机构未来可

能更多的通过机构和同业理财业务做大利润，

成为其战略转型的利器，而个人理财业务则可

根据所在区域特点进行差异化的调节。 不过需

要注意的是同业与机构客户的流动性管理难

度相对更大，因此从长期发展来看，个人理财

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建立稳定的负债来源仍然

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城市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在未来的发展上则

更多元化。 大型城商行更多的会向全国性股份

制银行的发展方向靠拢，理财部门独立性增强，

跨区域合作加深，相关的研发、创新、资产获取

能力都会较同类银行有明显优势， 同时在资产

荒的大背景下， 现在大型城商行资管投行化的

表现也越来越明显， 城商行之间的合作与联盟

可能成为常态。

分级理财产品暗藏玄机

高杠杆+资金池 银行理财资金亟待穿透

□本报记者 周文静

杠杆资金需穿透

前述银行人士表示，净值估算方式对于银

行理财往透明化方向发展， 对行业来说是好

事。 现在问题主要出现在引进了基金业的“净

值” ，但比较于基金产品，银行分级理财资金

的投向和分级的计算对于投资者来说仍是不

透明的。 如果分级理财不能做到基金那样申

购、赎回、交割以及资金的第三方托管，在优先

资金存在投资期较短而滚动发行的情况，意味

着存在资金池运作的风险。 同时，在分级计算

和投向不透明的情况下，有可能存在不同资金

收益的暗箱操作，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从分级理财产品的投向来看， 近来的产品

主要是投向债市， 某国有行在早期也发过投向

艺术品等另类投资方向的分级产品。一般而言，

分级理财资金会通过信托计划、 基金公司资产

管理计划、 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中间投资标的

投向债券、交易所债权类资产及收益权。“近期

债市去杠杆，债市价格出现较大波动，投向债市

的分级产品风险加剧， 估计这也是监管层叫停

分级产品发行的原因之一。 ”李林夏说。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尽管引入了‘净值’

估算，但整个产品仍可能是以‘资金池’的模式

在运行， 资金错配是问题。 在分业经营的情况

下，通过资金投向透明化以实现穿透式管理，防

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更是重中之重。 以投资

债市为例，银行理财资金通过券商、信托资管或

者基金子公司结构化产品进入市场， 这类产品

本身就可以设计杠杆， 而如果银行理财本身再

通过分级设杠杆， 即意味着这些投向债市的资

金既含‘场内杠杆’ 又含‘场外杠杆’ ，大大加

大了市场潜在风险。同时，这类资金横跨不同领

域和部门，如何实现资金的‘穿透式’管理以控

制金融风险考验着相关监管层的智慧。 ”

或涉资金池运作

深圳一家商业银行人士则认为，尽管数量

和规模有限，但反映的是监管层对一些所谓创

新产品的关注和监管。随着利率市场化落地以

及多次降息，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公众更愿意

将钱投向以银行理财为主的较高息的产品，这

也是银行理财规模屡创新高的原因。尽管在普

及投资有风险，而普通投资者会认为这类理财

产品有银行的“隐性刚兑” 而不易出现投资风

险。 银行分级理财产品则是在大资管环境下，

随着互联网金融、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机

构参与市场竞争后，银行为吸引不同风险偏好

的客户而开发的创新理财产品。

实际上，何为分级型银行理财产品，目前业

内并无官方定义。 普益标准表示， 从结构上来

看，分级型产品通常分为“优先级+劣后级” 的

两层或多层结构， 银行发行此类产品一般有两

种方式，一是拆分成两款发行：优先级产品+次

级产品，或是A级产品+B级产品；另一种方式，

在同一款产品里同时包含优先份额及次级份

额，投资者也可自由选择所认购的类型。

据了解，优先级、次级的区别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受偿顺序，一般来说，产品到期后要

先保证A级产品的本金及收益的兑付，然后才

是次级产品； 二是风险收益特征的不同，A级

产品为固定收益， 同一般银行理财产品无异，

风险较小，B级产品具有杠杆投资属性， 风险

高、预期收益高，一般的产品设计为B级产品

以其份额净值为限为A份额的本金及约定投

资收益的实现提供有限担保，在完成对A级认

购者的本金及收益的兑付后，剩余收益才归B

级认购者所有。

此次被监管重点关注的是城商行的分级

理财产品。 相关机构人士分析，主要是由于城

商行发行的产品杠杆倍数较高且净值型产品

可能存在涉及资金池运作问题。一家股份制银

行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业内一直在倡

导银行理财往净值化方向发展，市场关注的分

级理财正是类净值产品的一种。一些银行的分

级理财产品除了在受偿顺序有先后，在A级使

用传统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外，B级类产品中

引入了净值去计算，这部分净值型产品则类似

于基金估算方式。

普益标准李林夏认为， 高杠杆和可能的资

金池运作是此类产品发行被叫停的主要原因。

目前国有行及股份行都有发行分级理财产品，

但产品设计相对的风险较小。 股份行的分级产

品中，次级杠杆倍数多在3.5倍以内，多以净值

型产品的方式发行； 而国有行分行产品次级杠

杆倍数多在5倍以内，但国有行的产品同时向优

先方和次级方募集资金， 并且多是面向私人银

行的高净值客户。二者所发行的产品，在投资起

点上设置了门槛， 个别产品次级端的认购起点

在100万元以上。 而城商行所发行的分级产品

的杠杆倍数不一，偏保守的银行杠杆倍数在4倍

左右， 有极个别的城商行发行的极少量的分级

产品，其次级端杠杆倍数高达10倍。尽管城商行

部分产品也以净值型产品的形式发行， 但其优

先端的投资期限较次级端短，也就是说，在次级

端不变的情况下， 优先端的产品存在滚动发行

的情况，存在资金池运作的可能。

停止新发分级理财产品

“我们也刚得到的消息，我行主打的分级

理财产品日日盈分级理财计划在暂停销售后

目前恢复了存量额度的流通，即不再有新增额

度，客户想要购买的话只能在有已购有产品额

度的投资者赎回后才有机会。 ” 招商银行业务

人员说，估计客户很难再买到该产品。 招行该

款日日盈分级系列产品资金规模在700亿元左

右。近日，有市场消息称，银监会向部分商业银

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停止新发分级型理财产

品，而这背后可能是担心投向债券或非标的资

产波动风险对投资人的影响。

普益标准研究员李林夏向记者表示，由

于本身规模并不大， 此次监管叫停新发分级

型理财产品带来的影响也有限。 目前市场上

存续的此类结构化产品数量比例并不高，根

据普益标准数据库进行粗略统计， 目前银行

理财总存续的产品4万多款，还在运行中的分

级产品应该在200来款左右， 占比不到0.5%。

从存续规模来看， 国有行及股份行所占比例

较高，高于城商行。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目前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贵阳银

行、 恒丰银行等多家银行日前均还有存续的

分级理财产品。 事实上，早在2011年建设银行

已经发行过此类产品。

“不过，这些只是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了

解的。 银行理财产品的信披不完善，很多产品

公众并不一定能得到披露的信息。加之分级理

财大部分主要在私人银行部销售，披露的信息

就更少了。 而当前统计到的只要是还在存续

的，一些银行也发行过相关产品但到期了。 ”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 据了解，目前

银行分级型理财存量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

根据窗口指导，这些存量产品到期后将不得再

滚动发行。 前述人士称，收益方面，A级收益与

一般理财产品收益平行， 年化在3.5%左右，B

级收益参考基准在7%左右， 但每家银行产品

情况不同收益也呈差异化，恒丰银行一款91天

的B级收益为5.1%，贵阳银行则有达15%收益

的B级。

日前，有消息称由于担忧投向债券或非标的资产波动风险，监管部门要求部分商业银

行停止新发分级型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业务人员确认，目前该行分级理财主打产品———招

商银行日日盈分级理财计划不再新增额度。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银行创新产品，监管部门一

直比较谨慎。 但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银行存款利率下行，银行理财大有取代存款之

势。 以较高收益吸引公众实现存款转移而不断壮大的理财资金一直在寻找投资去向，而近

两年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资本市场的银行资金规模也在不断增大。

银行分级理财是在大资管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等机构竞相参与

市场角逐，银行为吸引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而开发的创新理财产品。 业内人士介绍，尽管借

用了市场上普通投资者较为熟悉的“分级基金” 的名号以及用“净值” 估算，银行分级理财

不同于分级基金能实现投资去向透明化，除了当前市场担忧分级理财资金加杠杆进入债市

等领域，还应该更关心银行理财的投向。 一些分级理财虽然用净值估算，但整个产品仍可能

是以“资金池” 的模式在运行，这是问题的关键。 而在分业经营的环境下，投资于资本市场

的分级理财资金涉及“场内杠杆” 和“场外杠杆” 叠加，加大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需要进

一步实现资金穿透式管理，进而推进银行理财实现“净值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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