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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所列

11

月

14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２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３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２０14

年

11

月

14

日 单位：人民币元

直销银行遍地开花“宝宝”收益抓眼球

□ 本报记者 殷鹏

布局直销银行与年轻人市场，成为

越来越多银行的一项经营新战略。 从北

京银行率先引入直销银行起， 平安银

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上海银行、浙商

银行等先后涉足直销银行。 有消息称，

就连银行业的“老大哥”工行近日也开

始了直销银行内部测试。银行此举的目

的就是为了争夺80、90后年轻人市场。

“省事”吸引年轻人

所谓直销银行， 是互联网时代应

运而生的一种新型银行运作模式，在

这一模式下，银行没有营业网点，不发

放实体银行卡，客户通过电脑、电子邮

件、手机、电话等远程渠道获取银行产

品和服务。因没有网点经营费用，直销

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存

贷款价格及更低的手续费率。

通过手机应用商店搜索“直销银

行” ， 投资者就会发现众多APP可供

用户下载。近期，直销银行再添多只生

力军。华夏银行直销银行开门迎客，其

官网显示， 该行直销银行依托于现有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通过电脑、手机

等电子网络渠道， 为客户直接提供在

线金融服务。具体分为三大模块，分别

为基金宝、多利宝、快捷汇。

经过3个月试运行，近日，平安银

行正式推出直销银行“橙子银行” 。平

安银行称，橙子银行是定位于“年轻

人的银行” ， 一方面是指目标客户是

25至45岁之间的年轻群体；另一方面

还代表着“轻” 银行———不再依赖于

线下实体网点，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都利于客户通过简单、 便捷的操作完

成购买，属于轻资产的金融服务平台。

按照银监会此前发布的《商业银

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 规定，商

业银行应当在客户首次购买理财产品

前在银行网点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

估，对于风险评估的结果，由客户签名

确认后存留。这意味着，即使客户通过

基于互联网运营的直销银行首次购买

理财产品， 也需要到银行网点柜台完

成风险承受能力测评，俗称“面签” 。

一位直销银行人士透露， 这项规

定给直销银行发展带来一定的操作局

限性： 很多年轻人觉得购买线上理财

产品还得去线下网点面签比较麻烦。

为了破解这道难题， 直销银行从产品

收益率和操作便捷性上下工夫。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银行系“宝

宝” 收益率普遍明显高过互联网系

“宝宝” 产品，平均幅度为0.2至0.3个

百分点，这让直销银行先胜一招。

此外，在便捷性方面，直销银行也

动了不少脑筋。 橙子银行的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开立

账户的过程非常方便： 客户无需亲临

银行网点， 在线最快1分钟即可开户。

开立后需要进行身份验证， 如果已是

平安银行客户，可立即在线审核身份；

如果不是平安银行客户， 需上传身份

证，经过银行审核，一般第二天可查询

审核结果。完成了身份验证，就可在线

购买相关产品。

目标指向未来20年

大小银行积极发力直销银行，背

后有其深谋远虑。

从目前来看， 直销银行成为传统

银行对抗互联网金融强劲发展势头的

利器，而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宝宝” 就

是其一大看点。此外，以往银行客户只

能用该行银行卡购买理财产品， 直销

银行则打破了这一壁垒， 例如兴业银

行的直销银行页面显示，工行、农行、

建行、招行、中信、光大、平安7家银行

的银行卡， 都可以进行购买操作。 同

时， 为了使用户尽可能地用非物理网

点办理业务， 直销银行一般会推出专

属理财产品吸引投资者。

在正式上线前， 橙子银行历经了3

个多月的试运营。平安银行零售网络金

融事业部总裁鲍海洁告诉记者，在试运

营期间， 橙子银行积累了20余万客户，

男女比例在六比四左右。 按客户的年龄

结构测算，逾74%客户在25岁至45岁之

间，多数客户投资额在5万元以下。

在鲍海洁看来， 直销银行不等于

与线下银行网点绝缘。“直销银行仅仅

是完成了银行涉足互联网金融服务的

一步，但年轻人除了理财与网购，其他

衣食住行都在线下完成。 真正意义上

的年轻人银行，除了聚焦互联网理财，

还需将银行服务与日常生活进行无缝

对接，构建一个社区O2O生态圈，让年

轻人感受支付的便捷智能。 ”她透露，

目前平安银行内部正在酝酿将社区银

行网点与橙子银行进行联动， 比如年

轻人可以通过橙子银行平台浏览社区

周边的商户和产品服务信息， 在线预

约下单，选择送货上门或到店消费。 社

区周边商户则通过橙子银行平台免费

在线开设网点， 通过互联网向居民推

送商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直销银行还

可以查找各种便民服务电话和社区公

告，在线快速了解社区最新动态。 目前

这个“口袋社区” 的功能正在平安银

行手机银行“口袋银行”上进行试点。

鲍海洁坦言，之所以试水构建社区

O2O生态圈是想寻求差异化发展。一旦

橙子银行能够打通年轻人衣食住行与

理财支付的全产业链，将争取到更多客

户资源与互联网金融创新空间。

一位直销银行人士表示， 多数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发展的直销银行，更

多是将线下网点视为协助客户完成首

次购买理财产品网签的合规操作平

台。 而试水社区O2O生态圈，意味着

直销银行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完成

盈利目标将需要更长时间。

鲍海洁说，“10至20年后，80、90后

随着财富的积累，将成为银行最重要的

客户资源。 银行此时布局年轻人市场，

某种程度上是在布局未来。如果客户资

源积累到一定数量，很多资产管理机构

就会上门商讨产品设计与销售合作，

直销银行的盈利来源就出现了。 ”

银行理财

金价反弹形态未破坏

□ 证金贵金属高级研究员 向伟

在分析黄金价格走势时，欧美经济形

势的发展与对比一直都是决定性因素。而

其他因素大多只能暂时影响金价，令其出

现阶段性波动，但最终都要回归到全球主

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情况上来。

美国10月就业市场状况指数（LM-

CI）上升4.0个点，9月由上升2.5个点大幅

修正为上升4.0个点。鉴于LMCI是美联储

综合了各方面就业情报汇总而得，其对美

联储未来政策前景的影响会比非农数据

更大。 LMCI走强且前值被上修的状况支

持了美联储在10月底政策会议上的观

点，即就业市场劳动力资源利用不足的状

况得到显著改善，美联储在明年中期将如

期开始加息进程的前景成为市场共识。

英国央行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和通

胀预期，反映了欧元区和全球经济前景的

恶化以及英国国内薪资增长乏力。英国央

行行长卡尼表示，欧洲当前仍受经济停滞

困扰，许多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指标持续

低迷。英国央行在本周三发布的季度通胀

报告中称，该国通胀率在未来6个月可能

跌破1%。 这支持了市场认为的英央行直

到明年很晚才会加息的观点。

印度央行、 财政部及其他部门重申审

核黄金进口条例， 该条例要求印度进口的

黄金中20%必须用作加工再出口。印度排灯

节结束后， 黄金进口政策将维持之前的紧

缩状况，甚至可能出台更严厉的紧缩措施。

11月30日，瑞士将就黄金相关事宜进

行公投， 内容包括： 要求瑞士央行停止售

金。 取回瑞士黄金储备并要求瑞士央行资

产中至少20%是黄金（目前瑞士央行的储

备中黄金占比不多于8%）对于此前市场和

SNB官员们的忧虑， 即公投通过可能迫使

央行放弃欧元/瑞郎的汇价下限。 瑞士称这

个不是问题， 因为瑞士央行仍可以通过抛

售欧元来购买以其他货币计价的黄金。 调

查显示，反对瑞士黄金公投人数占据多数。

上周五黄金收阳呈 “早晨之星” 形

态，但本周一价格深度回调，证金贵金属

认为，“孕包” 形态未完全破坏短期价格

反弹格局。 短期而言，激进投资者可考虑

逢低做多，稳健投资者可暂时观望。

近期ETF减持白银的情况持续，银币

需求有所增长， 印度可能再限制金银进

口，似乎利空的因素仍然较多。不过，地缘

方面对贵金属避险需求增强。白银技术上

出现短期企稳信号，投资者需关注美元进

一步升值的可能性，操作上可谨慎看多。

理财产品期限拉长利于锁定收益

□ 高佩卿

目前， 银行理财市场整体走势平

稳。 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银行发

行的理财产品期限有拉长趋势。业内人

士表示， 无论理财产品存续期是否

“变” 长，投资者购买产品时都需要重

点考虑三大要点：一是收益率和期限的

性价比， 二是期限和资金需求匹配度，

三是未来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趋势。今年

10月，央行为平滑市场资金流动性，定

向投放数千亿元，充裕的流动性有望保

持至年底，理财收益率受此影响不会出

现明显走高，建议投资者选择投资期限

较长的理财产品锁定收益率。

7月1日以来，美元指数一路飙升，

刷新了2010年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至9月底已经实现连续11周上升并创

出了史上最长连涨纪录。与此同时，日

元、英镑、澳元等外币行情看好，一直

被冷落的外币理财产品近期重新活

跃。 由于目前各国利率水平处在较低

位置， 投资者手中的外币所能获得的

收益维持在低水平。理财师建议，持有

美元的投资者可以在美元指数涨到适

当的位置卖掉美元，“稳” 字当先，待

时机成熟后再作其他打算。

团购理财平台1元起买的产品以

期限短、流动性较佳的产品为主，它们

经过平台厘选，风险相对更低。当平台

客户看中某款理财产品而又够不着投

资门槛时，客户可通过“发起合买” 的

方式，实现1元起买。 尽管团购理财平

台降低了客户投资理财的门槛， 打破

了地域限制， 也为投资渠道不足的人

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式， 但团购理财行

为涉嫌打政策“擦边球” 。有业内人士

认为， 通过组团方式买入银行理财产

品， 投资者其实没有与银行建立理财

产品的买卖合同关系， 而客户与团购

公司签订的文本属非正式文件， 投资

风险较大， 尤其是客户资金进入团购

理财平台的虚拟账户后无法跟踪、确

认资金去向。

对不少理财达人来说，“双11” 是

理财良机。 然而，去年还热情加入“双

11” 狂欢的银行，今年显得相当冷静，

几乎找不到银行的相关产品。事实上，

从10月开始， 银行线下理财产品收益

率一直不温不火。对于这一现象，某国

有银行的一位理财专家表示， 往年到

了月底或是年底， 银行都为了要拉存

款推高理财产品数量和收益率； 但是

今年市场资金面比较宽松， 银行不差

钱，理财产品自然量价齐跌。现在理财

产品种类很多， 尤其出现很多打着高

收益率招牌的互联网理财产品。 投资

者一定要牢记高收益伴随高风险，购

买前要看清条款，谨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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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微升，较上周上涨0.01个百分点。 15

天至1个月之间期限的理财产品周均

收益率增幅最高， 其他各期限理财产

品的周均收益率均有略微变动。 从收

益率分布来看， 预期收益率最高的产

品属股份制银行与外资银行。其中，招

商银行的一款理财计划以10.67%的

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至3个月期限产品

第一的位置； 而汇丰银行的一款保本

浮动收益产品以12.5%的预期收益率

居12个月以上期限产品的首位。

存款送

Iphone6

不如买国债

□ 李宝富

前几天张小姐上网逛论坛， 看见

一篇“存款拿利息还送IPHONE6” 的

帖子。 张小姐看完活动规则， 当即断

定，这是骗人的！ 29500存5年，送i-

Phone� 6� (128G)，按照某银行定期存

款利率为5.225%算， 那到期利息是

7706.88元，加上Iphone6(128G)的手

机在苹果官网售价6888元， 一共是

14594.88元，这样算下来29500元，存

银行5年的收益率高达9.89%。

第二天，张小姐来到公司，就和同

事牛姐聊起来这件事， 不料牛姐随即

掏出新换的Iphone6， 告诉张小姐这

是真事。 张小姐看到的银行存款送I-

phone6的活动是真的，只不过张小姐

理解错了。 这个活动的意思是要储户

二选一，要么在到期拿利息，或者不要

利息现在就得Iphone6。 张小姐的脸

顿时像蒙上了块红布。

一向以“张大明白” 自诩，这回是

真是“二” 了一把。 张小姐可不能认

栽，为了挽回颜面，她苦苦在网上查了

一上午，终于找到了“宝” 。 11月10日

发行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3年期票面

年利率5%；5年期票面年利率5.41%。

发行期为11月10日至19日。 张小姐给

牛姐算了一笔账， 如果牛姐存到银行

的29500元，没有换购Iphone6，而是

到期领取利息将获得7706.88元，于是

牛姐亏了818.88元； 如果买国债那么

到期她将获得7979.75元，那么牛姐就

亏了1091.75元。 在阿Q精神的指引

下，张小姐郁闷的心情随即好转，不过

算到这里问题来了， 张小姐到底要I-

phone6，还是要买国债呢？

银率网分析师认为，对于“苹果

粉” 来说， 从心理满足的角度，I-

phone6或许更加吸引人，但是从投资

获益的角度来看， 电子式国债是不错

的选择。未来一段时间，银行理财的收

益有望保持下行。 从长期投资的角度

来看， 储蓄国债的投资收益不会受到

降息等风险影响。

互联网保险

加快创新转型

□ 本报记者 李超

“双11”落幕，互联网保险转型的起步

刚刚开始。 往年同日以“概念”吸引关注的

保险已被淹没在各类强调保障功能的产品

中。 在一年来的强化规范下，互联网保险正

在经历创新转型： 通过产品场景化以适应

特定投保需求，关注产品保障功能的实现。

去年“双11” 至今，监管层多次就互

联网保险的规范发展、风险防范等问题提

出要求。 而从今年的情况看，保险在互联

网平台上的表现， 已经呈现关注保障本

身，规避“噱头” 营销的趋势。

以阿里巴巴平台为例，一度靠“概念保

险”收纳保费的情形已难再现。相比之下，运

费险成为常见险种。 业内人士表示，在保障

退换货方面，运费险是最契合“双11”特点

的险种，在产品设计上延续了线下产品的设

计思路。今年多家经营此险种的公司都预先

测试了运载能力，以便更好应对互联网平台

大流量的下单冲击。 此外，与消费安全相关

的保险产品中，为支付宝账户安全、资金流

动提供保证的保险产品也在占据市场。

虽然以往部分保险理财产品一度涉

嫌消费误导，但在“双11” ，此类产品还是

如期而至，淘宝理财保险此番联手30多家

金融机构推出专场销售相关产品，其中部

分产品还尝试与养老、 健康保障挂钩，如

平安养老、国寿养老都推出了针对个人的

保险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均为7%。

北京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此前保

监会对互联网保险产品进行了清查和整

顿，保险公司在后续设计产品和推广宣传

时普遍注意合规性。即使在预期销售量剧

增的“双11” ，也不会贸然推出踩踏监管

红线的“噱头” 产品。

与此同时，互联网保险的创新转型没

有停止。 在淘宝上的保险专场中，天猫医

药馆联合淘宝保险推出了 “天猫医药

险” ，成为试水全程在线医疗模式的保险

产品。 投保人可通过电话完成诊疗，根据

医生的诊疗判断转到天猫医药馆购药，随

后获得保险公司的全额购药费用理赔和

相关重疾保障。 前述业内人士表示，这类

保险产品体现互联网保险借助场景化坐

实保障的发展方向。围绕网购、健康医疗、

电子产品、 信息安全等开发的保险产品，

成为目前创新焦点。

这只是尝试的开始。据了解，虽然互联

网保险数据积累可以依靠淘宝等电商平台

作为产品设计的参考， 但消费行为的复杂

性和模型分析还需要更多针对性较强的数

据支撑， 特别是对互联网消费的风险数据

收集方面，保险公司需加大力度。

理财支招

11 月 1 日， 华夏银行主办的 2014 “华夏之

星”中国小企业菁英训练营正式开营，来自全国的

30名小企业主成为本届“华夏之星” 学员，在长沙

开始为期 7天的封闭式培训。 在这 7天中，学员们

除了接受来自名校商学院的教授及商界领袖的培

训课程，还亲手上阵，搭梁架椽，通过团队协作，付

出初心与汗水，共同建造了一座乡村图书馆，让望

城区桥驿镇维新中学的孩子们快乐成长。 每一个

学员都见证了这个奇迹的诞生。

笔者从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了解到， 重庆玮兰

床垫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伟是 “华夏之星”

的第一期学员，他见证了华夏之星队伍的成长。 张

建伟坦言，虽然以前参加过很多的公益活动，不过

在华夏之星的平台上， 看到了别样的风景———中

小企业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 华夏之星培养了

他们的生存能力， 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面对失败

时的承受能力， 消除他们在竞争过程中的担忧和

恐惧，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做企业是为什么，这样

做能帮助到别人什么忙———而这些， 也正是张建

伟当初的创业的困惑所在。

“在这里，我们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分担面

临的困惑，找到携手夜路前行的伙伴。 我们联合在

一起，彼此鼓励，坚定信念，同做公益，将收获分享

给社会。 ” 作为“大师兄” 的张建伟，无论多忙，都

会参与当每一届训练营的志愿者，寻找并激励同路

前行的小伙伴。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的负责人表示，“华夏之

星” 需要有爱、有潜力、有远见的小企业家做代言

人，他们实践着新时代的社会企业家精神，最重要

的是，他们用行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精彩。

今年的华夏之星菁英训练营与以往不同，把关

注点放在了孩子们身上，而这一次的活动也不是一

次简单的扶贫或下乡活动，这是企业家公益心的延

续。学员在“华夏之星”公益平台获取知识的同时，

也为乡村青少年创造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华夏

银行也在全行范围内发起捐书活动，将陆续捐助约

2万册图书，圆孩子们的阅读梦。

“华夏之星”菁英训练营 与有爱的中国小企业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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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银监局就《关于重庆银行业支持实

施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

银行业将在金融服务实施布局、金融服务方式、金

融资源配置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更好地支持重庆

实体经济的发展。

重庆五大功能区域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据了解,在五大功能区域建设中,重庆市金融业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为各功能区域的协调

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在“五大功能区” 治渝过

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支持五大功能区域

建设，满足重庆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在小微企业服务方面，该行运用年审制贷款、

网络自助贷、卖断型接力贷、批量开发贷等产品，

设立小微特色支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2014 年

上半年， 用信余额较年初增加 8.83 亿元， 增幅

18.57%。 该行积极落实国务院缓解中小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的十项措施，及时推出年审制贷款，帮助

企业节约续贷的过桥资金成本、 减少贷款审批时

间。 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通过华夏

银行的贷款支持，解决资金链问题，度过难关，走上

小康道路。

在提升金融服务方面，华夏银行重庆分行优化

网点布局，下沉服务重心，提高各营业网点服务质

量。 电子银行方面，“小龙人”移动银行自今年年初

推出以来，用户好评不断，还曾在重庆晚报联手天

涯重庆社区推出的寻找“我最喜爱的电子银行” 活

动中荣获手机银行最佳体验奖。 该行微信银行可以

实现账户查询、理财查询、信用卡账单查询、积分查

询等卡类业务，还提供网点查询，贷款申请、优惠活

动等服务，既便利又快捷。

五大功能区域建设是银行业未来创新的重要

空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为重庆银行业的

发展提出了新挑战。 接下来，华夏银行重庆分行计

划在今年年内设立多家社区支行， 服务社区居民，

并继续加大电子银行渠道的布局， 优化移动银行、

电话银行，以方便消费者自助办理业务，完善金融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全力支持五大功能区域建设

昊樽 30葡萄酒指数十月份整体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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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葡萄酒价格为 Liv-ex上记录的截至 2014年 10月末的市场价market�price，按实时汇率进行折算。

指数名称

BHC 30

Liv-ex 100

指数点位

980.02

237.89

月度环比

-0.62%

0.43%

半年

-4.29%

-4.47%

年度

-9.45%

-11.22%

1

年期

-

5.39%

5

年期

-

2.86%

时间：截至

2014

年

10

月末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Opus�One

Palmer

Pavillon�Rouge

环比涨幅

12.16%

9.46%

3.87%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Carruades�Lafite

Forts�Latour

Lafite�Rothschild

环比跌幅

-7.66%

-5.47%

-3.66%

时间：截至

2014

年

10

月末

截至 2014 年 10 月末，昊樽 30 指数（BHC�30�Index）报收于 980.02

点，较 2014 年 9 月末点数（986.20 点）下跌 6.18 点，环比跌幅 -0.62%。

同期，Liv-ex100 指数报收于 237.89 点，环比上涨 1.03 点，涨幅 0.43%。

昊樽 30 指数（BHC�30�Index）追踪 30 款在中国市场认知高、表现相对

活跃的高端葡萄酒的价格变化，用于观察高端品种市场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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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v-ex-ch.com)

海外酒庄并购业务

服务热线：010-65547166�

微信公众平台：BHCwine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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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5 3,367,452,369.25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1.0308 3.0148 3,092,278,457.81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1.1001 2.6387 3,300,203,477.52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0252 2.5967 2,050,423,591.94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1453 3,435,924,382.35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0.9451 1,890,133,224.98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0110 3.3690 3,031,921,655.16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