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金属投资

互联网金融新巨头轮廓初现

□本报记者 高改芳

马年春节新兴的、 广受欢迎

的娱乐活动莫过于微信抢红包。

发红包的感觉“爽” ；抢红包的，

哪怕只抢到一毛钱，也是眉开眼

笑乐此不疲。

据网友提供的信息，微信新年

红包首日流水8千万元，绑定1亿张

银行卡，完成了支付宝8年的任务。

腾讯抢先平安布局

2014年1月28日凌晨2点多，

上海张女士的微信朋友圈里就有

朋友发来了第一个红包，而张女士

是在早上7点多看到这个红包的。

“我当时还不知道微信红包是

什么， 心里还想这位老总朋友怎么

玩虚的， 不说给大家实实在在发点

红包。”张女士回忆道。她后来点击

红包才知道，这是货真价实的红包，

能取现。 张女士在群里吼了一声，

“红包是真的，赶紧抢钱啊！ ”尽管

这样， 五百多元的大红包直到中午

才被群里好友瓜分完毕。 大家要么

还没明白微信红包是怎么回事，要

么一看到要绑定银行卡才能取现，

有点退缩，所以导致红包“滞销” 。

有了腾讯的微信红包体验后，

张女士恍然悟道， 早在1月初她就

听圈里的朋友提到过朋友圈抢红

包的创意。

张女士常年混迹金融圈，消息

灵通。 2014年1月初的一个饭局

上，一位在中国平安工作的朋友拿

出手机，让在座宾客看平安正在内

测的“壹钱包” 手机终端。 “壹钱

包” 是平安自己创建的网络社交

平台， 像微信一样可以组建朋友

圈，实时通信。通过壹钱包，圈里的

朋友可以抢红包，约AA制饭局等。

张女士觉得眼前一亮。但这些功能

在内测阶段，张女士等在座朋友只

能饱饱眼福，还不能下载。

20天后，张女士在腾讯的微信

朋友圈里收到了第一个真正的红

包。抱着试试看的“无畏” 精神，张

女士把微信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

顺利地把红包取现。

微信红包铺天盖地

像张女士一样，她的同事们刚

开始就对微信抢红包颇有顾虑。

“我反感一切绑定我的邮箱、

账户、银行卡、身份证和电话号码

的东西。 要保护个人隐私。 ”

“腾讯、阿里巴巴还没想好拿

别人的账户和钱可以干什么，怎么

赢利，就想跑马圈地。极其不专业、

不负责任。 下一步风险就快来

了。 ”

这是1月28日张女士听到的抱

怨。 可到了小年夜，这些抱怨烟消

云散———大家都把微信绑定了各

自的银行卡。 有些还是颇费周折、

不离不弃后才绑定的。 “没办法，

大家都玩这个。 ”曾经抱怨得最凶

的同事解嘲道，“绑定之后还能解

除绑定嘛。 ”

接下来的马年春节是微信红

包铺天盖地的时候。

“这是最忙碌的农历新年。看到很多

用户在问，抢到红包后，如果不想绑

卡或绑不了卡，红包的钱怎样用掉？

这个请大家放心， 春节后我们会尽

快推出无需绑卡也能提现的功能，

例如让用户把红包的钱用来充话

费。 另外红包拆开后，绝对没有使用

的时间限制。”腾讯工作人员在朋友

圈里不停发布这样的信息。

为验证微信红包的可靠性，张

女士多留个心眼儿。她仔细核对每

笔“抢到” 的钱，是否都在“已抢

到的红包” 记录里， 是否都能提

现。 这样一查，真让张女士发现了

问题。 马年正月初二晚上，张女士

发现她抢到的两个红包没有记录，

也不能提现。而且这两个红包链接

过了很久仍能点击进入，并显示之

前抢到的金额。

“抢过红包的人都知道，红包

抢完了，再点击会显示‘你来晚了

一步，红包已经派完了’ ，或者‘你

已经领过该红包了’ 。 但这次不

同。 ” 让张女士更觉得奇怪的是，

虽然一再显示之前抢到的金额，但

这两笔钱在“抢到的红包” 里没有

记录，自然无法提现。

大年初三上午，张女士拨通了

微信客服电话。客服人员了解情况

后，询问了张女士的QQ号，并问是

在哪个群里出现问题的。张女士发

现， 就在她和客服通话的几秒钟

内，这两笔钱已经能在“抢到的红

包”里找到记录，也能提现了。

金融新巨头轮廓初现

张女士春节长假期间几乎天

天捧着手机抢红包。 七天长假，她

发了将近2000元红包，“抢” 回来

1500多块。“就图个朋友开心。” 张

女士没把钱放在心上。

上班的第一天，张女士把抢来

的红包都提现了，然后打算把微信

绑定的银行卡解除绑定。“那次资

金延迟到账的经历，让我还是不敢

轻易把银行账上的资金转到微信

的‘理财通’ 上。 ” 张女士称。

另外， 包红包时即时扣款，抢

红包时延迟到账的做法也让张女

士心里略感不爽。 2月7日， 微信

“理财通” 的公告显示，最近七天

的年化收益率为6.757%。 如果在1

月30日下午3点之后的春节假期内

购买，都要到2月10日起息。这样的

安排也无法吸引张女士。

尽管微信理财目前还不足以

吸引像张女士这样的谨慎中年人，

但其凭借微信红包所赚到的超高

人气还是有目共睹的。

来自网友的信息显示，微信新

年红包首日流水8千万元，绑定1亿

张银行卡， 完成了支付宝8年的任

务。 但腾讯并未发布官方数据。

网友替腾讯算了一笔账，微信

两亿用户，30%的人发一百元红

包，共形成60亿元现金流，延期一

天支付，民间借贷目前月息2%，每

天收益率约为“万七” ，每天沉淀

资金的保守收益为420万元；若

30%的用户没有选择领取现金，那

么其账户可以产生18亿元无需支

付利息的现金沉淀。

无论微信的实际交易情况怎

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1月25日

微信红包上线以来， 银行股就集体

出现衰势，甚至波及整个金融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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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投资者慎选结构性产品

□本报记者 殷鹏

2013年共有172款产品未达

最高预期收益率，其中人民币理财

产品为171款，外币产品为一款。 6

款人民币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为零。

从产品类别来看， 在未达标产品

中，89%为结构性理财产品，11%

为信托类理财产品。

据银率网数据库统计，2013

年人民币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

率走势先抑后扬， 尤其是下半年，

人民币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

收益率连续六个月走高，2013年

的最后一周（2013年12月29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 冲刺到了

5.99%的全年高点。 此外，2013年

互联网金融兴起，高收益的互联网

理财产品在无形中助推了银行理

财产品预期收益率的攀升。

分期限类型来看， 剔除结构

性理财产品，2013年银行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与2012年相

比， 长短端产品走势出现分化。

六个月以内的短期人民币理财

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较2012

年同期明显走高。 而中长期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依然低于

2012年同期限理财产品的平均

预期收益率。

剔除结构性理财产品，近两年

来城市商业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理

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都处于领

先地位，其次为股份制银行。 而主

要以结构性理财产品为主的外资

银行，非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平均预

期收益率长期垫底。

与2012年相比，2013年各类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

益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涨幅

最大的是外资银行，其平均预期收

益率上升0.43个百分点至4.52%；

其次为国有商业银行，一直较为稳

健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不断升级的

揽储大战中，被迫大幅提高银行理

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其平均预期

收益率较2012年高0.33个百分点，

与平均预期收益率最高的城商行

之间的差距由2012年的0.66个百

分点缩小至0.39个百分点。

2013年共有172款产品未达

最高预期收益率，其中人民币理财

产品为171款， 外币产品为一款。

六款人民币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为

零。 从产品类别来看，未达标产品

中，89%为结构性理财产品，11%

为信托类理财产品。具体到投资标

的而言，结构性理财产品中，挂钩

汇率和大宗商品的理财产品未达

标产品数量较多；信托类未达标理

财产品为信贷资产类信托产品。

唯一一款未达标的外币理财

产品是农业银行发行的 “金钥匙

如意2013年第4期黄金美元价格

挂钩人民币理财产品” 。该产品为

挂钩大宗商品的结构性产品，投资

期限91天， 预期最高收益率为

4.4%，实际收益率为2.85%。

2014年， 流动性演变取决于

央行态度。在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

中长期的通胀压力之间，以及提高

资金配置效率和防范金融风险之

间寻求有效平衡点，依然是央行实

施货币政策的落脚点。基于通胀压

力以及杠杆作用考虑，市场普遍预

期，2014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保

持中性立场，资金面或继续保持紧

平衡状态。逢月末、季末、年末等关

键时点，银行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

率仍会出现短期冲高。银率网分析

师建议，银行理财产品属于稳健型

投资品种，2014年传统的银行理

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有望保

持高位。

巧用微信理财通“漏洞”

跨行转账不花手续费

□学军

近日腾讯微信开通理财通，加

入了互联网金融的大军。银率网关

注的并不是微信理财通的高收益

率，而是通过其银行卡绑定的“漏

洞” ，就能实现免费的跨行转账。

第一步，绑定转出行储蓄卡。进

入微信后，点击右下角的“我”，进

入后选择“我的银行卡” ，点击“添

加银行卡” ，将想要转出资金的银行

卡绑定。

第二步，使用转出行储蓄卡购

买微信理财通。 银行卡绑定后，点

击“理财通” ，选择存入就可以将

储蓄卡里的钱通过理财通购买华

夏财富宝货币基金。 目前理财通

单笔可以存入的最高限额是5万

元，会根据绑定的银行卡不同而有

所不同。

第三步，解除转出行储蓄卡绑

定。 进入微信“我的银行卡” 后，

点击刚才绑定的银行卡后进入

“银行卡详情” ，选择右上角的按

钮后选择“解除绑定”就可以将转

出行储蓄卡解除绑定，但是此时理

财通里的钱仍然存在。

第四步， 绑定转入行储蓄卡。

进入微信后，点击右下角的“我” ，

进入后选择“我的银行卡” ，点击

“添加银行卡” ， 将想要转入资金

的银行卡绑定。

第五步， 赎回微信理财通钱到

转入行储蓄卡。银行卡绑定后，点击

“理财通” ，选择“取出” 就可以将

理财通里的钱赎回到转入行储蓄卡

中， 目前理财通每个账户每日转出

金额不超过5万，每日可转出5次。

通过银率网上述描述可以看

到，通过先后绑定两张不同的储蓄

卡，就可以实现微信理财通的跨行

转账，这个过程完全免费。 而且目

前微信理财通除广发银行外，其他

银行的资金都可以实现两小时内

到账 （广发银行到账时间为1至3

天）， 要比很多跨行转账方式到账

速度更快。

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理财通只

能绑定同一个人名下的不同银行

的储蓄卡，因此这种“免费餐” 只

能实现同一人名下储蓄卡的跨行

转账。

理财支招

网贷平台收益率回归理性

□本报记者 梅俊彦

刚上线的网贷平台可以给投资者开出高达4%的月收

益率，这引来不少激进型投资者重仓押宝。 业内人士预计

2014年网贷行业将保持高速发展势头， 新网贷平台上线

以高收益率揽客的现象会持续存在，但是整体收益率将有

所下降，投资者在网贷领域“打新” 的意义在2014年或变

得模糊。

网贷之家总经理朱明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新网

贷平台上线时一般会赔本赚吆喝，以投资和贷款利率倒挂

的高收益率吸引投资者。 待投资者对平台有一定认可之

后，网贷平台就会慢慢降低理财品收益率。 普通平台的收

益率每月可降低0.2个百分点；运营情况较好的平台，每月

甚至可降低0.4个百分点。

2013年，在网贷投资者中出现“打新族”———寻找新

平台投资一两个月就撤资。 网贷之家研究报告认为，“打

新族” 激进的投资策略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新平台给投资

者的收益率，同时增加了平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因此，一

部分打新族在2013年上半年投资收益颇丰，但一部分“打

新族” 在2013年下半年深陷雷区。

朱明春表示，“2013年网贷平台倒闭潮过后， 由于担

心重蹈覆辙，新平台上线给投资者的收益率开始降低。 去

年有不少新平台上线会给到4%的月收益率， 目前新平台

上线顶多就给2.5%的月收益率，2%的居多。 ” 这使得“打

新策略” 的意义在2014年或变得模糊。

据记者观察， 目前有部分较新的平台近月连续大幅降

低给投资者的收益率。 以在2013年7月上线的金海贷为例，

该平台在2013年11月8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月17

日连续三个月对理财品年化收益率（含奖励）进行了调整。

2014年1月， 金海贷的一月标的年化收益率环比从

20.4%降至18%， 三月标的年化收益率环比从21.4%降低到

19%。 与2013年11月相比，金海贷的一月标的年化收益率降

低了两个百分点，三月标的年化收益率降低了3.4个百分点。

朱明春指出，“理性” 或会成为2014年网贷投资的关

键字，网贷平台给投资者的收益率会因为投资者趋于理性

而降低。 2013年网贷行业的平均年化利率约为19.67%，朱

明春认为，目前网贷行业的投资收益率的底部处于10%到

15%的区间内。

社交圈资金融通是部分商业银行涉足微信的目标之

一，在微信上实现借贷并非微信用户的“白日梦” 。

网贷人士认为，一方面，对于投资者而言，朋友亲戚之

间的借贷能够很大程度减弱“信息不对称” 的问题。另外，

通过大数据技术，还可以获得更多有效的担保措施，这对

投资者而言是个好事。

另一方面，微信如果做网贷，对现有网贷平台必然会

造成冲击。 不过，由于目前不同投资收益率都有特定的投

资者与网贷平台相对应，预计微信若涉足网贷，会出于安

全性考虑采取谨慎策略，有可能分流一部分风险偏好较低

的投资者，但不会出现“一统天下” 的格局。

春节购金两类人

消费型多 投资型寡

□陈洋

春节是黄金消费高峰期。 2013年金价创下32年以来

最大跌幅，处于“低位” 的金价刺激着人们抢购贺岁黄金

的热情。 相对而言，人们对黄金投资却显得冷静许多。

“一包碎金子，倾成押岁锞子，有梅花式、海棠式，笔

锭如意和八宝联春。 ” 这是《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描述宁

国府准备过年压岁钱的情景。 随着时代的变迁，黄金不再

是昔日贵族的专属消费品，也逐渐成为普通市民给孩子发

压岁钱的一种常见选择。

北京菜百公司总店一楼大厅里来购买黄金饰品的顾

客络绎不绝。据工作人员介绍，随着金价一路下跌，从今年

元旦到春节期间销售都很火爆。 36岁的王阿姨打算挑一

个有马年特色项链给儿子做过年礼物。 她认为，这比给压

岁钱合适，“既有纪念意义又能保值。”购买黄金几乎都是

用于节日赠予亲友、 孩子或者婚礼储备， 图个富贵吉祥。

“锦运马”编织饰品、千足金“南瓜马车”等贺岁题材的产

品在金店也颇受欢迎。

除金店以外，银行也是人们春节购金的去处。 中信银

行联手中国黄金推出了中信马年生肖金条系列产品。金条

以画家徐悲鸿的奔马图为原形进行设计。该款金条成色为

99.99%，分50克、100克和200克三种规格。

2013年以来，国际金价经历了一波凌厉的跌势。 截至

去年底，以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主力合约报价计算，金价

累计下跌28%，创造了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年度跌幅。 今

年初，投行机构更是纷纷下调金价预期，给2014年的金市

笼罩一层阴影。

专家表示，2014年美国经济稳定复苏， 美元由弱变

强，由美元定价的黄金价格可能继续下跌。这对我国春节、

结婚、纪念日、小孩满月等自用类刚性消费需求基本没有

影响， 但有可能造成部分有投资需求的消费者驻足观望。

业内人士提醒有短期操作需求的投资者注意阶段性操作

时点。 从传统金价变动周期来看，二三月伴随着实物黄金

需求下滑，金价会有所滑落，建议保持轻仓交易。七八月后

黄金价格一般会有所回调，可以择机加仓。

据了解， 我国很多实物黄金投资者倾向于长期持有，

购买黄金实物后不会追求立即变现和短期交易。专家建议

这部分投资者注意购买和回购时的手续费，以及选择信誉

良好的机构或银行进行购买。

日前，“大吉祥金”贵金属系列在菜百上市。该系列贵金

属具有藏文化特色。

各期限类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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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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3414 2,682,790,650.65 2,000,000,000.00

184690

基金同益

1.0132 4.3272 2,026,429,435.85 2,000,000,000.00

184691

基金景宏

0.9502 3.7552 2,000,000,000.00

500005

基金汉盛

1.2752 2,000,000,000.00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1.2206 3,661,764,816.18 3,000,000,000.00

184692

基金裕隆

0.9047 4.2207 2,714,103,951.92 3,000,000,000.00

184693

基金普丰

0.8005 2.8869 2,401,437,241.03 3,000,000,000.00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0.9738 3.4068 2,921,272,167.21 3,000,000,000.00

184698

基金天元

0.9469 2,840,724,711.15 3,000,000,000.0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1.4407 3.4177 4,322,072,716.36 3,000,000,000.00

184699

基金同盛

1.1779 3.3404 3,533,710,788.99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0.9396 2.9236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1.0199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1483 3.4863 2,296,630,984.33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0.8625 2.4340 1,725,081,925.21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1551 3,465,318,056.08 3,000,000,000.00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1.0708 3,212,492,896.51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8815 3.6445 1,763,002,853.54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0.9630 3.3210 2,888,818,736.82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