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市场净值产品转型提速

城商行 “船小好调头”

本报记者 戴安琪

普益标准日前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银行理财市场净值产品存续量为27542款，环比增加1589款。 其中，全国性银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三类银行中，城商行净值产品存续量环比上升幅度最大。

分析人士称，中小银行开展理财业务具备一定自身优势。 一方面，其深耕本地，对于区域内的客户需求了解较深；另一方面，中小银行管理半径相对较短，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快，对客户需求能及时做出响应。

净值产品业绩基准上升

普益标准报告称，从净值转型程度指数表现来看，2020年12月，全国净值转型程度指数为20.88点，环比上升1.32点，较上一年同期上升10.42点。

具体从各类型银行净值产品存续量来看，2020年12月，全国性银行净值产品存续量为10309款，环比增长167款；城商行净值产品存续量为12236款，环比增长857款；农村金融机构净值产品存续量为4997款，环比增长565款。 三类银行净值产品存续量环比有不同程度提升，城商行净值产品存续量环比上升幅度最大。

从业绩基准来看，2020年12月，全国净值型产品综合业绩基准指数环比上升2.95点至79.75点。 净值型产品综合业绩基准为4.52%，环比上升16基点；固定收益类净值型产品业绩基准为4.23%，环比上升19基点；混合类净值型产品业绩基准为5.71%，环比上升9基点；现金管理类净值型产品业绩基准为3.01%，环比上期持平。

多措并举促转型

当前，不少大行已经成立了银行理财子公司，加快了其净值化转型的步伐；而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代表的多数中小银行却明显“慢了一步” 。

有资管人士指出，中小银行在净值化转型中主要存在三大挑战：一是顶层设计顾虑。 部分银行在理财增量和存量之间博弈，在增量的规划上缺少顶层设计，尚未真正理清净值型理财发展规划和工作思路；二是人才支持顾虑，不少银行其本身队伍不具有净值型理财发行和管理的经验；三是系统支持顾虑，部分银行可支撑每日开放申购和赎回的净

值型理财销售的系统尚未完成上线，购买流程冗长，恐将影响净值型理财发行。

然而，从上述普益标准的最新报告中可看出，当前中小银行净值产品存续量环比上升幅度已经加大，甚至超过大行，“船小好调头”优势或得到充分发挥。

针对未来中小银行应如何加快实现净值转型，某银行业人士表示，一是要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创新的整体氛围，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对于产品创新适度容错，强化正向激励；二是加大产品创新力度，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目标，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明确重点布局的产品类型和风格，每个发展阶段在自身能力圈内

寻求机遇；三是构建产品风险管理体系，即建章立制，加强对创新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评估，注重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个人客户的反欺诈、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审慎管理产品运作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张春光表示，“净值化”转型从根源上涉及到中小银行核心竞争力。他从公司治理，普惠金融、金融科技三个方面分析，认为好的公司治理需要保证平衡股东、管理层和其他相关方的利益，从而实现持续，有效率的经营；中小银行聚焦普惠、辅助中小微企业发展，既是政策要求也是自身发展的要求；在金融科技方面，银

行金融科技水平决定了核心竞争力的强弱，真正要做到业务与科技相融合，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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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顾虑， 部分银行可支撑

每日开放申购和赎回的净值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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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创新力度， 牢牢把握服务实

体经济的根本目标， 充分了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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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布局的产品类型和风格，每

个发展阶段在自身能力圈内寻求

机遇； 三是构建产品风险管理体

系，即建章立制，加强对创新产品

的风险识别和评估， 注重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个人客户的反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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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 背后有隐忧

百万医疗险市场或降温

●

本报记者 薛瑾

“经常在网上看到 ‘百万医疗险’

的广告， 一年交几百元就能获得上百万

元的保额，听起来挺诱人的。不知道哪家

保险公司的产品靠谱些。 ” 即将迈入30

岁门槛的钱女士近日计划为自己购买人

生第一份商业保险， 她对于上述产品表

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近年来， 借着健康险需求增长的东

风和一些保险公司创造出的吸睛营销噱

头，百万医疗险在网上“露脸率” 颇高，

并成为一类“网红” 保险产品。 不过，业

内人士表示，此类产品虽然性价比不错，

但有明显缺点，如很难获得高额赔付、不

易达到理赔门槛等。 在监管规范短期健

康险业务、 鼓励长期健康险发展等背景

下，百万医疗险市场或出现降温。

迅猛发展的网红产品

“马上就快30岁了，30岁之前， 要给

自己买份保险。 ”出生于1991年的钱女士

近日对购买健康险十分有兴趣。 她说，在

朋友圈、抖音等网络平台上经常看到百万

医疗险的广告，觉得性价比颇高，“一年交

几百元就能获得上百万元的保额” 。

注意到百万医疗险并因此“心动”

的，不止钱女士一人。 近年来，随着民众

风险意识不断提高， 市场对健康保险需

求增加， 作为短期健康险产品的百万医

疗险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迅速“吸粉”无

数，并成为保险界的网红产品之一。

据艾瑞咨询与众安保险日前联合发

布《中国百万医疗险行业发展白皮书》

显示，中国百万医疗险市场在2019年总

规模达到345亿元， 预计2020年已升至

500亿元， 同比增长50.7%；2019年用户

规模达到6300万人， 市场渗透率达

5.2%， 预计2020年已升至9000万人，渗

透率升至7.4%。 该《白皮书》还预计，中

国百万医疗险市场将在未来几年保持每

年25%-40%的增速。 到2025年，全市场

保费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

巨额保额多是噱头

百万医疗险以“杠杆高、 人人买得

起” 等特点成为无数人买健康险的“入

门级” 产品，其市场也以近乎狂飙的模式

发展，但据保险业内人士反映，此类“网

红” 产品纠纷较多，投诉率居高不下。

“一些保险公司为了快速在互联网

渠道获取客户，将投保过程简化，牺牲了

很多投保细节上的解释。 这导致部分投

保人在正确理解产品上存在不足， 信息

不对称。 ”某保险业内人士表示。

“两年前公司为了帮我们获客，出

了一个一年几百元的百万医疗险， 这个

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竞争顺应市场的，因

为很多人就很喜欢贪图便宜， 几百块钱

可以解决几百万的医疗费用， 听起来都

诱人。 ” 一位保险销售人员坦言，但两年

过去，弊端慢慢出现，如续保问题上开始

出现纠纷，“开始了各种问题的解释、沟

通，还背上各种骗人的骂名” 。

据了解，百万医疗险大多都设置了较

高的免赔额， 一般超出1万元的部分才能

报销。“大多只报销公立医院普通部，一般

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的特需不予报销。对

于感冒咳嗽之类的小病，想达到理赔门槛

实属不易。 ”业内人士称。此外，百万保额

在生活中的实际意义也值得商榷。一般医

疗费用大都在百万元以内，实际理赔金额

远低于保额，几百万保额只是虚高。

应合理规划长短期产品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日前指出，部

分短期健康险产品缺乏定价基础， 保额

虚高；部分公司销售行为不规范，把短期

健康险当作长期健康险销售， 一旦赔付

率超过预期就停售产品， 严重侵害了消

费者利益； 此外还存在核保理赔不规范

和无序竞争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银保监会印发《关于

规范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

知》， 对百万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短期健

康险产品续保、产品定价、赔付率、组合

销售、核保理赔、停售、投保提示、退保现

金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范。

同时， 监管层面还鼓励长期健康险

的发展。如在政策鼓励下，部分保险公司

已推出费率可调的长期医疗险产品，成

为短期医疗险产品的有效替代。 某大型

寿险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监管定调将

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经营转型和创新，价

值体系将进行重塑。

业内人士表示， 监管层面要求短期

健康险披露赔付率，保费调整预期加大，

短期健康险不能“续保”等方面的问题，

无疑会让部分投保人将目光转向长期健

康险。“长期健康险不仅保障时间长，而

且可以避免患病后难续保的风险。 ”

“有些人贪图便宜， 买了两年短期

健康险，错过了人生中健康峰值。想再买

长期险时， 身体条件不允许了， 保费剧

增。 ”某保险分析人士指出。

互联网存款迎来监管约束

中小银行需进一步精耕细作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实习记者 王方圆

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

存款业务日前迎来监管约束。 业内

人士表示， 短期内中小银行的负债

端面临挑战。未来应有保有压、疏堵

结合， 着力拓宽中小银行负债渠道

和来源。同时，中小银行也应在自身

能力范围内精耕细作。

中小银行揽储受冲击

近年来，中小银行通过在第三

方互联网平台设置存款产品展示

和购买入口，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流

量优势， 通过较高的存款利率、灵

活的支取方式吸引个人存款客户，

实现异地客户和存款规模的快速

增长。

以五家民营银行作为对象监

测，中泰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戴

志锋表示，2018年以来， 中小银行

的储蓄存款增速明显高于大型银

行， 五家样本银行的2019年存款增

速区间在41.68%至189.47%，存款

规模快速扩张；存款在计息负债中

的占比区间在75.47%至90.15%。

“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不

及大行，对存款的依赖程度较高，尤

其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网点， 更加依

赖线上吸储， 中小银行的负债端将

面临挑战。 ”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

称，随着监管趋严，中小银行无疑是

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

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也表示， 从短

期看， 部分中小银行资金筹集难度

或加大， 甚至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流

动性风险。从长期看，银行通过互联

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将实现规范化

发展。存款市场的无序竞争将减少，

银行资金成本将降低， 存款资金的

稳定性提高。同时，也会倒逼银行打

造自己的揽储渠道， 建立多元化可

持续的资金来源。

拓宽负债渠道和来源

值得关注的是， 近期针对金融

机构通过互联网开展相关业务的新

规相继出台。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分

析称，《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

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

通知》对互联网银行采取一定豁免

措施，与《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

理暂行办法》对互联网银行的豁免

精神一致， 有助于鼓励互联网银行

良性创新。 下一步，应有保有压，疏

堵结合， 着力拓宽中小银行负债渠

道和来源。

苏筱芮建议，未来商业银行需厘

清自身的业务结构与规模占比，通过

加强同业融资来缓解监管带来的冲

击。“一要认真评估监管指标，如流

动性匹配率、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

率、 核心负债比例等重要监管指标，

进行压力测试。二要加紧平衡收入结

构，做好客户精细化运营，大力发展

自营渠道，通过手机银行等新型方式

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 此外，地方法

人银行应坚守本地地位，在自身能力

范围内精耕细作。 ”苏筱芮说。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郑忱阳

认为，客户资源决定了中小银行的负

债端竞争力，中小银行维系客户将从

“抓大放小” 粗放式管理模式向“分

层分级”精细化管理模式转变，聚焦

区域目标客户， 提高金融服务的质

效。 中小银行会将发力重心集中在

拓展“线上+线下” 自营渠道上，利

用手机银行App、微信小程序、微信

公众号等渠道加强社交性功能，增加

客户流量，强化裂变式营销，向线上

自营渠道引流。 同时，通过优化调整

网点布局、推进网点智慧化转型等方

式提高线下实体网点拓客能力。

回应“房贷还了7年多，117万本金一分未还” 投诉

民生银行：系录入失误所致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欧阳剑环

1月18日晚间，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民生银行获悉， 就近日大众关注的客户

蒲先生投诉民生银行南京分行 “还贷7

年多，117万本金一分未还” 事件，民生

银行南京分行调取了原始的贷款档案，

发现该笔贷款从第一次还款时即是“先

息后本” 的还款方式，还款方式与贷款

合同上的差异是因为经办人员录入失误

造成，将原本的“等额本息” 录成“先息

后本” 导致。

还款方式录入错误

日前，据媒体报道，2013年10月，蒲

先生在民生银行南京分行办理了一笔

20年的公积金和商贷组合房贷， 其中

117万为商业贷款， 合同约定年利率为

4.2%左右，按照等额本息的方式进行还

款，每个月的还款金额为8092.95元。

2020年11月， 蒲先生想要换房，在

查看自己的征信报告时发现， 自己的房

贷本金并没有变化。

不过蒲先生也表示， 此前每月扣款

金额明显少于购房合同约定月还款金

额。 他以为差额部分已经从公积金中扣

除，因此并没在意。

媒体报道显示， 民生银行的客服经

理此前回应称，这笔房贷采用的是“先

息后本” 的还款方式，先归还利息，到期

后一次性归还117万本金， 类似于消费

信用贷款。

蒲先生并不认同银行的说法， 认为

银行擅自变更还款方式属于违约， 并损

害自身利益，由此投诉。

1月18日， 民生银行南京分行回应

称系录入失误造成， 将还款方式录入成

为了“先息后本” 。 该行表示，从未“擅

自变更房贷还款方式” ， 也郑重承诺绝

无恶意篡改行为。“先息后本”的按揭贷

款还款方式对银行来说不仅风险相对较

大，实际操作中也极其罕见，该笔贷款从

第一次还款时即不包括本金， 从还款金

额来看也容易发现问题， 该行没有恶意

篡改的动机。

民生银行南京分行表示， 民生银行

南京分行将与蒲先生积极沟通， 在法律

框架内，合法、合理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客

户正当权益；同时，将对相关责任人员严

肃问责， 举一反三， 进一步规范内部流

程，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房贷背后门道多

中国证券报记者询问了多位银行从

事房贷业务的人士，他们普遍认为，前述

蒲先生的经历极其罕见。

某国有大行上海分行房贷业务人员

表示， 目前绝大多数银行的房贷产品都

是采用“等额本息” 和“等额本金”两种

还款方式。 有少数银行会有一些“先息

后本” 的产品，比如上海某银行就有房

贷产品，约定前三年只还利息，第四年开

始偿还本金，但在合同上都会明确表示，

双方也都会明确约定产品的还款方式。

前述国有大行上海分行房贷业务人员表

示， 目前银行房贷业务流程已经非常规

范，购房者需了解利息水平、不同还款方

式的区别以及提前还款的条件。

利率方面， 目前各家银行房贷利率

水平基本执行5年期以上LPR+基点的

计算方式， 大多数银行的房贷利率基本

一致或差异很小。还款方式方面，房贷主

要有“等额本息” 和“等额本金”两种方

式。其中，等额本息是指每月还款金额不

变， 还款的本金逐月递增， 利息逐月递

减。 这种还款方式前期大部分还的是利

息。 此种还款方式还款期内所还的利息

高，但前期还款压力不大，适合现金收入

一般的客户。“等额本金” 还款的特点是

每月归还本金一样， 利息则按贷款本金

金额逐日计算，前期偿还款项较大，每月

还款额逐渐减少。 此种还款方式整个还

款期内所还的利息低， 但前期还款压力

大，适合经济收入较好的家庭。

该人士还指出， 实际上绝大多数房

贷客户都会提前结清所有贷款。 因此客

户在签订房贷合同时需要注意提前还款

违约金条款的内容。 目前各家银行在这

一块有差异。 “比如一些银行在偿还房

贷1年后就可提前还款， 同时没有任何

违约金， 而一些银行则要求3年后方可

无违约金提前还款。 购房者在签合同的

时候要看清楚是否接受相关条款。 ” 该

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

理财市场净值产品转型提速

城商行 “船小好调头”

普益标准日前披露

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12月，全国银行理财市

场 净 值 产 品 存 续 量 为

27542款，环比增加 1589

款。其中，全国性银行、城

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三

类银行中，城商行净值产

品存续量环比上升幅度

最大。

分析人士称， 中小银

行开展理财业务具备一定

自身优势。 一方面，其深

耕本地，对于区域内的客

户需求了解较深；另一方

面，中小银行管理半径相

对较短，机制灵活，对市

场反应快，对客户需求能

及时做出响应。

● 本报记者 戴安琪

净值产品业绩基准上升

普益标准报告称，从净值转型

程度指数表现来看，2020年12月，

全国净值转型程度指数为20.88点，

环比上升1.32点， 较上一年同期上

升10.42点。

具体从各类型银行净值产

品存续量来看，2020年 12月，全

国 性 银 行 净 值 产 品 存 续 量 为

10309款，环比增长 167款；城商

行净值产品存续量为 12236款，

环比增长857款； 农村金融机构

净值产品存续量为4997款，环比

增长565款。 三类银行净值产品

存续量环比有不同程度提升，城

商行净值产品存续量环比上升

幅度最大。

从业绩基准来看，2020年12

月，全国净值型产品综合业绩基准

指数环比上升2.95点至79.75点。

净 值 型 产 品 综 合 业 绩 基 准 为

4.52% ，环比上升16基点；固定收

益 类 净 值 型 产 品 业 绩 基 准 为

4.23% ，环比上升19基点；混合类

净值型产品业绩基准为5.71%，环

比上升9基点； 现金管理类净值型

产品业绩基准为3.01%，环比上期

持平。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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