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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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3 3,291,787,573.88 3,000,000,000.00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1.1056 3.2917 3,316,919,682.61 3,000,000,000.00

184699

基金同盛

1.0984 3.2999 3,295,101,760.53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0.9996 2.9836 2,998,726,031.68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0.9875 0.9875 2,962,573,257.93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1423 3.4803 2,284,604,493.44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0.9496 2.5211 1,899,224,477.70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1032 3,309,739,846.85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9132 1,826,304,802.91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0.9680 3.3260 2,905,157,885.59 3,000,000,000.00

慧眼辨析真假

P2P

□陈洋

今年4月银监会要求P2P网贷不能逾

越四个边界：一是要明确平台的中介性质，

二是要明确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 三是

不得将归集资金搞资金池， 四是不得非法

吸收公众资金。 辨析真伪P2P，关键要知道

你的钱在谁手里。对于大众来说，存钱在银

行，取钱也在银行。 但P2P的迷局就在于看

不透自己的资金流向， 是否有中间人在操

作，存取资金是否通过第三方支付？

辨别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当你把钱存

入第三方支付后， 如果回款不是第三方支

付直接回款，或者是由某平台代为回款，更

有甚者是某个人账号回款， 那么就可能存

在资金池风险。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一

般资金池模式为了提高资金流入速度，会

至少安排两个第三方支付渠道。 而资金托

管模式下P2P平台除了托管第三方支付机

构外，无法增加支付渠道。所以，一旦P2P平

台有了至少两个第三方充值通道， 基本上

可以判断是资金池模式，有潜在资金风险。

“正规P2P平台应该是一个‘中介’ ，

平台对资金没有任何干预，让投资人的资金

流向与投资人投资意愿相一致，第三方支付

机构能够对交易进行约束和监督。”安宜投

联合创始人马光表示，其采取的是委托第三

方支付机构汇付天下全程管理，资金流转不

经过平台，平台也没有权限支配资金。

那么，融资性担保公司又是什么角色

呢？ 前不久， 陆金所率先提出 “去担保

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业内人士指出，陆

金所“去担保”的实现是依托平安集团的

强大背书，并不适用于其他P2P平台；因为

国内并没有成熟的征信体系，第三方担保

的引入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投资人的信心。

“P2P平台去担保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不是现在。 ”安宜投联合创始人兼CEO

杨浩表示，P2P作为类金融行业， 风控是核

心所在， 真正靠谱的是借款项目有足额抵

押，平台自有强健的风控体系。“就像传统

金融，你去银行买理财产品，既没有担保，

连利率都不保证， 但这才是正常的金融逻

辑；但要知道的是‘高收益低风险’这种天

上掉馅饼的事并不靠谱。 目前，由于平台风

控能力参差不齐， 而经过政府机构认可的

融资性担保机构是一个非常好的信用证

明，对投资人是一种保护。”杨浩指出，真正

靠谱的模式是三赢， 即借款人通过足额抵

押获得贷款， 平台提供中介服务后收取信

息服务费或者相关中介类费用， 投资者获

得比传统理财渠道高的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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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潮流

个人房贷现松动 刚需盼更多优惠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前不久， 微博网友贴出了一则疑

似上海某银行下发的文件截图： 该文

件明确了个人住房贷款套数认定新标

准，例如，“外地购房贷款结清，本市

首次购房算首套” 、“首套房最低可打

8折利率”等内容。

尽管随后多家银行对此予以否

认，但是业内人士认为，多地首套房贷

利率优惠政策松动迹象明显，甚至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将出现类似情

况。 实际上，与松绑限购相比，信贷政

策对成交量的刺激作用更明显。 如果

类似的措施能够大范围使用， 未来的

市场交易量将明显提升。

一线城市房贷松动？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进入7

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首套房贷

利率出现“松动”迹象。多位房地产中

介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资质优良的首

套房购房者，在工、农、建等国有大行

获得折扣利率变得比以前容易， 且贷

款审批发放时间明显缩短， 部分资质

特别好的购房者甚至有可能在外资银

行获得8.5折的贷款利率。

农行北京一家支行的信贷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目前资质较好的首套房

购房者在该行可申请到最低9折的贷

款利率。不过，一家股份制银行北京某

支行的网点贷款客户经理说， 目前该

行首套房贷普遍执行基准利率， 但是

部分购买该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客户楼

盘的购房者， 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

利率优惠。 该行二手房贷款甚至执行

利率上浮。

广东地区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8月之前，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

首套房房贷利率多为基准利率上浮

5%至10%，而近期当地银行业已悄然

下调首套房的房贷利率。

不过， 尽管多家银行出现了放松

首套房贷的迹象，但是均有附加“条

件” ，甚至有业内人士直言，北京市内

银行的政策调整其实是“明松暗紧” ，

比如汇丰银行在北京就要求， 供职于

世界500强、上市公司或公务员、事业

单位职工， 可以被汇丰银行认定为优

质客户，可以最低打9.2折；招商银行

要求贷款申请者存入相当于贷款额

15%的金额作为贷款保证金才能享受

9折优惠等。

分析人士表示，瑞银证券分析师翁

晴晶表示，房贷利率优惠应该是上半年

购房贷款增速放缓背景下，监管层进行

窗口指导的结果。 但是相比动辄上浮

30%的小微企业贷款来说，个人房贷业

务收益率偏低是银行迟迟不愿放松房

贷的主要因素。 另外，房价下行周期带

来的信贷风险也让银行更加谨慎。

刚需购房者观望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范剑

平近日表示， 中国房地产市场仍以刚

需为主，不会出现房地产崩盘现象。而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银

行信贷可以说是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关

键因素，“对普通购房者来说，如果贷

款难、 折扣少， 购房决策需要非常谨

慎。 ”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7月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显示，“北上广深” 四大一线城市房价

首现全面下跌 ， 环比降幅分别为

1.3%、1.4%、1.3%和0.6%。 其中，北京

房价自2012年6月以来首现下跌。

中国证券报记者粗略估算， 以贷

款10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分20年还

清为例： 目前银行房贷基准利率是

6.55%， 如果按贷款利率上浮10%计

算， 则100万元的房贷月供需7879.54

元，总利息支出89.11万元；如果按基

准利率算，每月房贷月供则需7485.20

元，总利息为79.64万元；如果按9折利

率计算， 每月房贷月供只需7101元，

总利息70.42万元。 如此算下来，同样

是100万元的贷款，9折房贷利率比利

率上浮10%，房贷月供减少778.54元，

总利息则要少将近20万元。

房地产业内人士预计，虽然不少城

市的房价已经下跌，但信贷门槛偏高成

为阻碍交易量的主要因素。 要真正起到

刺激成交的效果，信贷政策松绑是必然

之选，不排除未来首套房贷利率进一步

打折和放松。 不过，为避免投机、投资需

求趁机入市， 目前调整可能严格遵循

“差别化”原则，即暂时不会对二套房

及多套房贷款做出重大调整。

断供弃房现象隐现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张旭认为，

全国房地产市场自二季度起出现明显

下行，呈现“量缩价跌” 。 虽然近期非

一线城市放松限购的步伐明显加快，

但房地产市场并未明显受此政策利好

影响。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 在多地限

购、限贷政策松动迹象蔓延的背景下，

一些楼市投资客却陷入“尴尬” 。据媒

体报道， 近日多地爆出因房主断供而

弃房的现象。从2013年1月至2014年7

月的19个月里， 广州市番禺法院共受

理因“弃房断供” 导致按揭房贷纠纷

的案件191件，与2011年1月至2012年

7月期间同类案件相比， 数量激增

76.85%，平均每月有10件左右。 在浙

江杭州、福建宁德、江苏新沂、广东珠

海、 上海等地均出现因个人按揭贷款

逾期未缴而与银行对簿公堂的案例。

根据各地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 这些

案件中的业主均声称 “无力还款” 而

弃房。

银行业内人士指出， 尽管目前断

供弃房现象仍旧占比很小， 但是若蔓

延开来，极有可能造成较大风险。银监

会数据显示，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

连续11个季度上升， 信贷资产质量管

控压力有所加大， 而风险不断增大的

房地产领域让银行“又爱又恨” 。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上半年全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暨经济金融

形势分析会议上表示，“部分地区已

出现房企甚至业主违约， 一些中小房

企的资金链紧张， 三四线城市相关信

贷风险须高度关注。 ”

9

月理财品收益率或迎小高潮

□本报记者 殷鹏

近日，市场资金面整体宽松的背

景下， 各大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预

期收益率整体走低。 理财专家预计，

进入9月后， 不少银行理财产品和集

合信托产品将迎来还本付息高峰，进

而会推高理财产品收益率， 建议投资

者短期可选择3个月的中期理财产品，

静候年末及新年的收益率反弹。 抗风

险能力较强的投资者可以关注银行推

出的资管、信托类产品。目前该类产品

年化收益率在6%至8%。 不过，投资期

限最短在1年， 相对普通理财产品而

言风险较高。

今夏的银行理财产品变得不温不

火，从下半年开始，预期收益率在6%以

上的产品“芳踪难觅” ，收益率的走低

让其在投资理财市场渐受冷落，而定期

开放债基因收益持续走高成下半年理

财市场新宠。 据银河证券统计，在今年

上半年的基金收益率排行榜中，债券基

金平均回报4.8%， 定期开放债基平均

回报高达5.1%。

近期兴起的银行理财产品团购模

式受到网友热捧。“1元起购、跨行购银

行理财产品” 这是某第三方理财平台

的揽客招牌。 事实上，多家银行否认与

其合作，这家平台称只是“接受用户的

委托，代购银行理财产品。 ” 业内人士

称，第三方平台利用团购模式打破了银

行理财产品投资门槛高、异地无法购买

的软肋，成为投资者和银行之间的“二

道贩子” 。 由于没有监管，存在资金流

向不明、用途不明、委托代购涉嫌违规

以及平台自身道德风险等问题，暗藏风

险。不过，这类理财平台受到网友热捧，

折射出银行理财门槛偏高的尴尬。有专

家建议银行降低理财门槛。

除了存款，理财产品或许是银行最

具“群众基础” 的一项业务， 因此其

“半年累计募集近50万亿元” 并不令

人惊讶。 然而，或许同样是由于理财业

务非常“接地气” ，其销售手法虽屡经

整顿，仍乱象丛生：不请自来的推介短

信、专业性缺失的销售、流于形式的风

险评估、看人下菜碟的礼品赠送、人为

渲染出供给不足假象等。

据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统计，

本周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周均收益率微

涨。 7天、1个月和12个月三种期限理财

产品的周均收益率有所降低，其他各期

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均有不同程

度提高。 从收益率分布来看，各期限预

期收益率最高产品均属股份制银行，其

中平安银行的一款人民币理财产品以

5.3%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个月期限

第一的位置， 华夏银行的一款12个月

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以9%的预期收益率

居同期限产品的首位。

金价面临颓势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严京

近期金银价格偏弱，本周公布的美国

经济数据向好，显示美国经济正稳健复苏

且通胀水平较低，推升美元指数不断创出

年内新高，削弱了黄金的投资吸引力。

美联储7月会议纪要显示，一些委员

认为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且通胀回升，美

联储应提早加息。但绝大部分美联储官员

认为，在正式决定前，需更多证据证明提

早加息是妥当的。美联储会议纪要表明加

息争论正在升温。

从美国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通胀数

据对市场影响甚微，不过楼市数据对国债

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 数据显示，美国7

月房屋开工强劲反弹， 经济成长充满动

能；而消费者物价温和上升，暗示美联储

可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

最新公布的欧元区二季度GDP零增

长愈发加剧了欧元区陷通缩困扰的预期，

虽然欧洲央行6月祭出了包括负利率在

内的一揽子宽松措施，但目前来看尚难以

调动欧洲银行业放贷的热情，欧元区仍挣

扎在通缩陷阱的边缘。德拉基是否会就欧

版QE做明确表态，值得市场期待。如果欧

版QE成行，长期来看利好金银。

伊拉克局势方面，美国国务院本周三

表示， 已要求向伊拉克额外增派不超过

300名士兵，以保护当地人员安全。 该要

求目前尚未得到批复。此前有美国记者被

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美方官员表示，将会

强化对该国武装分子的打击力度。

俄罗斯外长表示，俄、德、法、乌就如何

结束乌克兰东部冲突的商谈取得“一定进

展” ，不过投资者继续谨慎观察局势的发展。

自8月19日至今，ETF� SPDR黄金持

仓量已连续三日取得增幅，当前总持仓量

重回800整数上方至800.08吨位；黄金持

仓量的增加一定意义上显示，市场对金价

的走势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证金贵金属认为， 金价本周保持于

1300美元下方， 显示出短期空头控制市

场的主基调。短期内虽然尚未看到黄金出

现明显的买入信号，但是在持续逼近前期

低位的同时，黄金的支撑力度已经越发明

显；200日均线的支撑意义重大。 如果确

认击穿该均线水平，下半年黄金的整体策

略都有可能转为反弹逢高抛售，多头则需

要回到1300美元上方才能企稳。

目前银价本周走出了两阳两阴的格

局，5日均线向下压制依旧， 白银短线呈

现偏空局面。如果美国经济数据进一步改

善，不排除银价进一步下行的可能。 整体

上， 银价本次跌幅已消化6月的单边涨

幅， 跌幅超过正常回调极限黄金分割

0.618位。若无强基本面刺激，预期白银将

于低位区宽幅震荡。

铂金市场前景乐观

□李宝富

黄金消费不振， 但是铂金消费

出现看涨势头。近日，国际铂金协会

携手北京菜百公司推出铂金“淳·

爱” 系列婚戒新品，吸引了消费者

关注。 国际铂金协会发布报告称，

2014年全球铂金首饰零售市场前

景看好，预计将实现持续增长，而作

为全球铂金首饰第一消费大国的中

国，其铂金首饰需求将再度上扬。

国际铂金协会从占据全球铂

金首饰需求92%的四大重点市

场———中国、日本、美国和印度，收

集主要加工厂生产数据和零售商

的销售数据，分析终端消费者的铂

金首饰购买动态，同时了解行业伙

伴对铂金首饰整体发展前景的看

法。 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铂金首

饰零售需求预计增长5.3%，中国、

日本、 美国和印度四大市场在

2014年均将实现进一步的增长，

其中全球铂金需求总量的四分之

一将来自于中国。

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铂金

首饰销售稳步获得3%的增长，预

计今年中国铂金首饰的零售表现

将继续提升， 有望高于去年的涨

幅。 报告认为，中国的铂金首饰市

场拥有强大的生产加工能力及多

年积累建立的销售网络，而中国消

费者也对铂金首饰提高了认同。

国际铂金协会2014年初委托

第三方调研机构进行贵金属调查，

访问了13个城市近3000位18至44

岁的女性， 近六成被访者表示，铂

金是她们下次挑选贵金属首饰时

的首选金属，一半以上的消费者愿

意向亲友推荐铂金首饰。报告还乐

观地认为，中国消费者可支配收入

水平的不断提高、本土大型珠宝零

售商的门店扩张，以及具有强大消

费潜力的三四线城市，都将为铂金

首饰市场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劲而

充足的动力。

专家提示， 根据国家规定，每

一件铂金首饰的背面都必须刻有

铂金的专有标志：Pt或铂（铂金），

并在标志后带有表示铂金纯度

（含铂量）的千分数，如铂（铂金）

或Pt950、Pt990 （足铂）、Pt999

（千足铂）。

多数期限理财产品的周均收益率下跌

以上数据来源：巨灵数据

&

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

期限

本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上周均收益率

（%）

区间

（%）

预期收益变动

（百分点）

7

天

3.88 2.7-4.9 4.03 3.4-5 -0.15

14

天

4.23 3.1-5.1 3.85 3.1-5 0.38

1

月

4.72 3.6-5.3 5.03 3.6-5.5 -0.32

3

月

5.09 1.2-14.2 5.06 1.4-8.6 0.03

6

月

5.27 2.35-16.33 5.21 1.5-13.6 0.06

12

月

5.33 2.2-9 5.35 2.7-7 -0.01

12

月以上

5.27 1.8-9.8 5.23 1.8-8 0.04

期限

预期收益率

（%）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投资方式

7

天

4.9

平安财富

-

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2

年

6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认

购期

:2014

年

8

月

20

日—

8

月

21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4

天

5.1

平安财富

-

双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4

年

4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认购期

:2014

年

8

月

15

日

-8

月

17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

月

5.3

平安财富

-

和盈资产管理类

2014

年

557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3

月

14.2

招商银行挂钩沪深

300

鲨鱼鳍一个月结构性存款

(Q00036)

招商银行 保本浮动

6

月

16.33

招商银行焦点联动系列之股票指数表现联动非保本理财计划

(

产

品代码

:104545)

招商银行 非保本浮动

12

月

9

慧盈

92

号结构性理财产品 华夏银行 保本浮动

12

月以上

9.8

慧盈

95

号结构性理财产品 华夏银行 保本浮动

普惠金融旨在让更多的弱势群体

和地区获得金融服务。自我国普惠金融

提出以来，众多金融机构都在发展自身

的同时，积极调整相关金融政策，以使

小微企业和个人享受到更多金融服务。

近年来，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深入贯彻落

实国家、政府及监管部门有关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工作精神，践行金融服务惠及

民生，围绕普惠金融的理念对自身服务

进行优化， 取得一些成果， 荣获了

“2013 年度重庆市银行业社会责任民

生服务奖” 。

首先，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加大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针对汽车、能源、材

料等重庆支柱行业，大力运用供应链金

融产品，嵌入产业经济，供应链金融业

务量 258 亿元， 比 2013 年同期增长

74%；运用年审制贷款、网络自助贷、卖

断型接力贷、批量开发贷等产品，通过设

立小微特色支行，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 用信余额较年初增加 8.83 亿元，增

幅 18.57％。7月 23日，有关会议部署十

项措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

的问题，该行推出的年审制贷款就是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计的产品，帮助企

业节约贷款 1 年到期后过桥资金成本、

减少贷款审批时间，让企业更专注生产

经营、促进企业发展。

其次，大力促进基础金融服务均等

化。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已在江津区支坪

镇设立了小微支行，机构下沉，专门为第

三军医大学江津校区拆迁户服务，成为

重庆第一家在镇级行政单位设立营业网

点的中型商业银行。 今年还将设立多家

社区支行，服务社区居民。 同时，该行还

加大电子银行渠道的布局，上线微信银

行，优化移动银行，以方便消费者自助办

理业务。

第三， 加强服务管理， 提升服务质

量。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组织开展了“争

创千佳我有责，优质服务在华夏” 的网

点交叉检查， 在沟通中缩小各网点的服

务管理意识，形成“比、学、赶、帮、超” 的

良好氛围。 营业网点还积极开展“感动

服务，情满华夏” 普及金融知识的社区

活动，在春节、“3.8” 节、“3.15” 、端午

节、儿童节等节日里，“上门” 为社区居

民提供金融服务、宣传金融知识。今年上

半年，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的网点服务水平

在重庆媒体服务体验暗访中排名第一。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致力于以客户为

中心， 一心要在重庆城市建设和群众服

务满意度提升方面，做到“普惠金融” ,

保障民生。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践行普惠金融 打造幸福民生

-CIS-

为建立个人客户增值服务体系， 提升贵

宾客户满意度，华夏银行从即日起开展“尽

享华夏‘智’ 生活” 系列主题活动，包含“周

周低价观大片” 观影活动和“天天好书任你

淘”读书活动。

记者从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获悉，“周周

低价观大片” 活动从 2014 年 7 月 11 日至

10 月 31 日，到 UME 和万达指定影城，每周

五持华夏银行钻石卡借记卡、白金卡借记卡、

华夏精英 o尊尚白金信用卡、 畅行华夏 o 尊

尚白金信用卡均可用 1 元购买 2D 或 3D 电

影票 1张（每人每卡当日限领 2 张）；每周六

持华夏银行信用卡用 10 元换购 2D或 3D电

影票 1张（每人每卡当日限领 2 张）；活动期

间， 持华夏银行卡刷卡还可享受不限时购票

优惠（UME 正价 8.5 折、万达正价 8 折），另

外还有 UME28元 /套的优惠小吃套餐。

此外，华夏银行卡持卡人参与“天天好

书任你淘” 读书活动， 可在即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至西西弗书店（含矢量咖啡馆）消费

可享书店正价商品 9 折， 咖啡馆消费自研商

品 9 折，办理西西弗爱书卡 85 折优惠（优惠

不能同享）。活动详情可以通过华夏银行重庆

分行官方微信了解。

“该活动的优点在于观影活动在周末还

有开展，且每卡限购张数较多，购书活动折扣

力度也较大。 ”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负责人表

示，此次尽享华夏“智” 生活系列主题活动旨

在给重庆市民提供超值优惠和高端享受，丰

富重庆市民的休闲生活。

温馨提示：

UME 国际影城包含：江北店、杨家坪店、沙坪坝

店、北碚店、两江奥特莱斯店、大坪时代天街店、解放

碑店；万达国际影城包含：大渡口店、万州万达广场

店、南坪万达广场店；西西弗书店包含：三峡广场店、

西城天街店、北城天街店、解放碑英利店、大坪时代

天街店店。

华夏银行周周低价观大片 尽享“智” 生活

银行理财 理财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