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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速

度加快， 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也不断增加。

但是企业主们一直面临着一个难题 -- 繁琐

的进出口商品报关流程。 不必烦恼，有了华夏

银行“银关快线” ，这些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银关快线” 是华夏银行与海关合作，为

进出口贸易客户提供的通过电子口岸平台实

现报关、缴纳税费等 " 一站式 " 金融服务的现

金管理产品。该产品改变了传统的税费支付方

式，为企业用户提供准确、方便、快捷的网上缴

纳税费的服务。

“不再银行、海关和税务部门几头跑，也

不再手忙脚乱的准备报关材料，更不再为加盖

无数个公章、签名苦恼。‘银关快线’ 帮我们节

省了不少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帮我们赢取了

时间。 ” 作为电子进出口公司的老总周先生这

样评价，因为他太清楚快速高效地通关对企业

发展的重要性。 全天 24 小时电子化报关、无纸

化通关以及网上缴纳税费，华夏银行“银关快

线” 真正为周总这样的企业主开通了一条通关

快线，为企业开通了一条发展快线。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相关业务负责人介绍，

“银关快线” 用户只需在办公室里登录海关税

费电子支付平台，查询税费通知，在网上发布支

付指令。 华夏银行接收指令后，直接从企业的

账户中扣缴税费。 扣缴成功后，企业即可办理

相关通关手续。 足不出户安享方便快捷。 另外

“银关快线” 成功对接了华夏银行网银系统，报

关单及税费缴纳的各个处理环节都能通过网银

进行查询，企业可实时掌握业务办理的最新处

理结果，动动手指一切尽在掌握。

详情请拨打 95577华夏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华夏银行 " 银关快线 "�足不出户即可顺利报关

-CIS-

相对个人业务， 传统的银行柜台对公资金

结算业务存在需要核对公司印章等诸多手续的

问题， 银行和企业双方为此均投入了大量时间

成本和人力成本。 近日，记者从华夏银行重庆分

行了解到，该行电子银行产品“集算快线” ，通

过自身强大的资金归集功能， 为集团企业量身

打造了一款“财务好帮手” 。

近年来， 各家银行提供的网上银行集团资

金管理服务主要依托集团总分公司均在同一银

行各分支机构开户来实现。 为了提升集团客户

资金结算的效率， 华夏银行倾力打造 “集算快

线” 产品，该项产品不仅实现了“7×24 小时”

对公资金行内、跨行汇出实时到账，打破了对公

业务受银行营业时间限制的瓶颈， 针对集团客

户在多家银行、多个地域开户的现实情况，该产

品还实现了集团总公司跨银行、跨地域管理分公

司账户资金与集团总分公司资金自动归集的服

务，降低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与财务成本。

据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电子银行部负责人介

绍，资金归集是“集算快线” 的亮点功能之一。 通

过该功能企业可以实现网上跨银行、跨地域资金

自动归集， 客户还可以根据需要设定个性化需

求，实现定期、定额等自动归集。 跨行资金归集单

笔单账户金额最高达 100 万元，目前归集手续费

全免。 “集算快线” 开启了对公资金结算绿色通

道，并创新性实现了跨银行、跨地域集团资金管

理与归集，是集团客户进行资金管理的利器。” 集

算快线“可以让财务管理简单化、高效化、可视

化、智能化，是集团企业财务的好帮手！

华夏银行重庆分行 " 集算快线 " 打造集团企业财务好帮手

直销银行获多数用户肯定

□ 本报记者 殷鹏

日 前 ， 中 国 金 融 认 证 中 心

（CFCA）在“第十届中国电子银行年

会暨中国移动金融发展论坛” 发布的

《2014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和《互

联网金融研究报告》显示，八成用户对

直销银行表示满意， 其在票据类理财

产品方面优势明显。

《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 认为，

应对互联网金融浪潮而生的直销银行，

更多被寄予了探索者、 创新者的期望。

2014年直销银行渐热，其机构少、成本

低、 人员精的特点日益受到业内关注，

专业、线上、直销的投资理财管理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用户认同。 调查表

明，在用户实际体验中，八成用户对直

销银行表示满意，其中对客服的满意度

最高。

CFCA调查报告对用户使用直销银

行的原因进行了研究。54.2%的实际用户

因为方便而使用直销银行， 说明直销银

行的金融便捷性深得人心。 “支持他行

的银行卡购买本行产品” 的特点对直销

银行的潜在用户吸引力度最大， 还有

22.4%用户表明会首选直销银行购买理

财产品。

直销银行在票据类理财产品上的优

势或在今后表现得更加明显。互联网创新

金融产品认知方面，调查对象对于互联网

票据类理财产品的认知率最高， 达到

65.6%。 直销银行初步被银行最终用户视

为投资理财的扩展渠道，但如何与银行自

有优势结合、丰富产品种类将成为未来一

段时间内竞争的关键。

此外，2014年银行纷纷着手建立自

己的电商平台。对于银行系电商，调查显

示，逾一半用户看好其前景，目前已有10

家银行成立了网上商城。 银行系电商突

出的优势在于信用卡积分黏性和网购资

金支付安全。 45.4%的用户认为银行系

电商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安全的支付平

台； 其次是信用卡积分可以 “内部消

耗” ，占30.9%；第三是产品质量有保证，

占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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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潮流

风向标

美元慢牛

金银难起波澜

□ 证金贵金属研究员 谢堃

尽管市场原本就预期瑞士

黄金公投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但

未获通过的结果公布后，还是引

发金价短期大幅下挫。 随后在原

油上涨的带动下出现巨幅反弹，

重新站上1200美元/盎司关口。

利空兑现是金价此波短线反弹

的主要原因。 作为大宗商品走势

风向标的原油价格仍在低位徘

徊，金价的大幅反弹并无美元走

弱或其他利多因素配合， 因此，

这样的反弹难具持续性。

美国11月ADP就业人数20.8

万人，预期22.2万人。虽然数据不

及预期， 不过连续多个月就业人

数已企稳在20万人以上，说明美

国就业市场复苏明显， 而且市场

分析人士依然看好美国经济，但

是作为非农前瞻性指标， 低于预

期的ADP或许预示非农数据可

能低于预期。

美国公布的另一项较为重

要的数据，ISM非制造业PMI表

现良好。 具体数据显示，美国11

月ISM非制造业PMI59.3， 创8

月以来最高，预期为57.5。 分项

数据显示，新订单指数61.4，前

值59.1； 物价指数52.1， 前值

52.1；就业指数56.7，前值59.6。

欧洲方面， 欧元区的经济形

势愈发低迷。 11月欧元区服务业

PMI终值降至年内最低水平

51.1， 综合PMI终值跌至16个月

新低， 欧元区经济三巨头———德

国、 意大利和法国数据表现差强

人意。 此外，欧元区10月零售销

售月率增长0.4%，不及预期增长

的0.6%，这令市场对欧央行进一

步放宽货币政策的预期升温。 欧

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 之后欧央

行行长德拉吉将召开新闻发布

会。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欧央行将

按兵不动， 不过若之后德拉吉延

续近来一贯的鸽派立场， 欧元或

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美指有望

从中得到支持， 黄金可能会受到

一定压制。

美元内生利多逻辑不强，但

国际主要货币竞相贬值仍然长期

利多美元。证金贵金属认为，美元

将延续慢牛行情， 对黄金走强形

成长期压制。 短线来看压力依旧

存在，在目前没有消息刺激下，行

情更多的会维持震荡格局。

美元指数料延续慢牛行情，

白银市场驱动指标偏中性，白银

总体将呈现弱势震荡行情。 技术

上看， 白银布林带持续缩口，目

前中轨和上轨成为行情波动的

区间，短线会在这个区间内来回

波动；均线图上，短期均线开始

勾头上行，K线目前在MA5与

MA10的位置进行争夺， 下方

MA20是关键的支撑位。 证金贵

金属认为，在消息出来之前行情

会维持震荡走势，建议投资者等

待数据出炉后再作打算。

10元买信托 小资金喜与忧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10元也能买信托？

近期，深圳一家“金融产品推介平

台” 再一次拉低投资信托产品的门槛，

降至10元起。 事实上，“小资金” 买信

托的现象早已有之，而今年以来，一些

第三方机构基于互联网平台“团购” 信

托的现象已多次出现， 引发舆论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利用互联网平台创

新交易结构，让小资金参与投资信托的

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为投资者提供了博

取高收益的机会，但其中可能隐含的风

险不容忽视。

10元信托产品

近期，深圳一家名为“高搜易” 的

金融产品推介平台推出了一款名为

“信托宝” 的服务。其官网表示，所谓信

托宝，即该平台与另一家名为“赚帮”

的机构合作推出理财产品，投资者可以

从10元起认购信托产品，“并享受信托

完备风控，平台安全保障和持平于信托

的收益率。 ”

其官网显示， 已经有四期产品处

于“回款” 状态，另有两期处于“预

热” 阶段。 这六期产品的收益率为9%

至10%。 高搜易CEO陈康对媒体表示，

该产品对接信托持有人和P2P投资者，

实质上是信托受益权质押融资， 即原

持有人将所持已成立的信托份额质押

给该平台，获得授信额度，向投资者募

集资金。 在这种模式下，信托权益本身

并不发生转移， 但转让方可以解决短

期资金困难。

陈康对媒体表示，有些高净值人群

买了信托，但临时需要用钱，由于信托

产品流动性比较差，P2P投资者想买信

托又没有足够资金， 通过这种方式，可

以打通双方需求。

实际上， 这种信托与互联网相结

合的产品并非第一次出现。 在此之前，

一家被称为“信托系余额宝” 的信托

分销网站已引发热议。这家名为“信托

100” 的网站以“凑份子” 形式，将信

托产品的投资起点降至100元。 一份发

布在其官网上的报告表示：“信托100

的出现，通过专业团队筛选推荐产品、

资金第三方托管、专业律师保驾护航，

让凑份子买信托得以规范化、 阳光化

发展。 ”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 做成P2P、

众筹的模式或类“余额宝” 模式或是信

托与互联网结合的两条路径。

小资金的机会

一直以来，信托因为高门槛、高收

益而被认为是理财产品中的 “高富

帅” ，而诸如前述两种信托互联网产品

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将信托产品

的投资门槛由100万元降至100元甚至

10元， 为小资金提供了博取高收益的

机会。

事实上，这类产品确实博得了一些

投资者的青睐。据“高搜易” 官网介绍，

截至12月5日， 处于回款状态的4只产

品，共有249人参与投资，募集资金为

90万元。 信托100的一位客服人员在此

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其产品销售

状况不错，一只300万元左右的产品一

般三五天就募集起来。 “信托100” 曾

在其官网发布的一份运营报告中表示：

“信托100网站注册量、 交易额在争议

声中不断刷新纪录。 ”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这类产

品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追捧，是

因为一些投资者确实存在这样的投

资需求。

“毕竟一次能拿出100万元的人有

限。 ” 一位不愿具名的信托公司财富管

理中心总经理说，通过拆分，使小资金

享受到信托产品的高收益，而第三方理

财机构也加快了销售速度。一位信托公

司理财经理对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确

实有一些相互熟悉的投资者，会以凑份

子形式购买信托产品。 在他看来，这种

一次拿出几万元、十几万元的小投资者

凑份子买信托，在某种意义上说，应该

被理解，否则这类资金很有可能会流向

典当公司、小贷公司，最终成为“非法

集资” 的受害者。

风险仍需警惕

在前述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中心总

经理看来， 目前要使小资金参与进来，

尚需在需求与监管合规之间寻求一个

平衡点。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

所所长吴晓求表示， 通过互联网金融，

让小资金也可以做信托， 这是一种思

路，不过需要把握好法律界限。

近期每次互联网信托产品引发舆

论关注，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其合法、

合规性的担忧。 按照《信托公司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的规定， 所谓

“合格投资者” ， 即投资一个信托计划

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个人或

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

100万元，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

然人；个人收入在最近3年内每年收入

超过20万元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

最近3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且能

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

在一些信托业内人士看来，让小资

金参与信托，将与设立合格投资者的初

衷背离，或导致信托风险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机构通过交

易结构的设计， 使这类互联网信托产

品满足监管合规要求，并降低其风险。

例如，前述“高搜易” 推出的信托宝产

品，实质是一种信托受益权质押融资，

该平台不对产品承诺兜底， 万一出了

问题，会向投资者进行安慰性补偿。 此

外，还会进行“跟投” ，以增强投资者

信心， 并加强对转让产品和转让方的

风险监控。

不过，一些信托业内人士还是提醒

投资者注意风险，特别要关注销售平台

的道德风险，尽可能选择一些公信力较

好的机构，规避出现类似一些P2P平台

跑路的风险。 此外，在信托产品打破刚

性兑付的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对于

信托产品本身要加强甄别，根据不同的

投资标的选择合适产品，切忌盲目追求

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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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6 3,538,747,189.96 3,000,000,000.00

184701

基金景福

1.0841 3.0681 3,252,323,925 3,000,000,000.00

500015

基金汉兴

3,000,000,000.00

500038

通乾基金

1.5045 3.8425 3,008,963,239.88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0602 2.6317 2,120,363,960.14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2845 3,853,613,177.98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0083 2,016,643,219.71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1510 3.5090 3,453,517,424.98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