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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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0 4,023,107,504.23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155 10,154,646,941.01

500038

通乾基金

1.4468 3.9848 2,893,646,666.86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1849 2.7564 2,369,849,335.48 2,000,000,000.00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1.4502 4,350,471,129.20 3,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1502 2,300,410,604.60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3380 3.6960 4,012,762,273.44 3,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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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

贵金属投资

“打新” 产品玩“饥饿游戏”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本周被称作最密集新股发行周，

东方证券、蓝思科技等新股可谓未发

先火。 但实际上，早在“打新周” 之

前，一些专注于新股申购的打新基金

已经引发市场不断升温。尤其是来自

各路散户的资金蜂拥而至，只为分得

“稳赚不赔”的收益。

明星基金受追捧

“自己不懂‘打新’ ，当然还是

要找个靠谱的基金产品。 ” 相信许多

投资者尤其是“小散们” 都有着类似

想法。小白领李薇从微信朋友圈里得

知中签最多的基金还没限购，于是赶

紧在下午3点前出手购买。

本周23只新股密集发行，打新基

金再度成为投资者的“抢手货” 。 而

“饥饿营销” 再也不是热门IT产品的

专利，一些有着良好历史业绩的明星

打新基金也开始大搞 “饥饿游戏” ，

纷纷限购： 只在有限时间短期打开，

短期销售后就暂停购买。根据好买基

金的统计数据，统计期内参与首发配

售次数最多的20只基金，5只已经暂

停申购，10只暂停大额申购，仅有5只

开放申购。

有“打新王” 之称的国泰浓益灵

活配开放申购一天之后火速关闭。据

悉，国泰浓益灵活配置于去年12月25

日起关闭申购，一直到上周三才放开

一天的10万元以下的申购业务。

紧跟国泰浓益灵活配置的步伐，

在今年前两轮打新中命中率奇高的

鹏华品牌传承混合也于3月10日开放

申购业务，但单个账户单日申购金额

不得超过5万元。

招商基金旗下“打新双雄” 招商

丰利和招商丰盛也都于上周起恢复

100万元以下的申购业务和5万元以

下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从10日起

关闭申购。

“打中”收益几何

那边打新基金大玩 “饥饿游

戏” ，这边已经有不少“内行” 开始

盘算着购买的基金产品“打中” 了收

益有几何。

那么，“稳赚不赔” 的打新基金

到底能赚得多少收益？业内人士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由于开放式基金

的申购赎回正常情况下都是开放状

态， 一旦某只基金打中某只热门新

股，或申购到了较多新股，经常就会

引发大规模净申购，新股申购的利润

会被大幅摊薄。虽然基金打新相较于

个人投资者有优势，但其实新股中签

市值占基金规模都较低，对基金净值

提升作用有限。

另外，由于报价较高或申购数量

较少，有不少基金无缘两大热门新股

配售。 嘉实量化阿尔法、金鹰行业优

选、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等29只申购

东方证券的基金无功而返。

公开信息显示， 本轮新股发行

中最热的两只股票———东方证券和

蓝思科技， 询价账户多达237个和

140个， 最终139个和105个账户入

围，公募基金合计为82只。 在入围东

方证券网下配售的公募基金中，有9

只基金出手最为大方， 拟申购数量

达到或超过4亿股，特别是鹏华品牌

传承、 广发成长优选和工银绝对收

益3只基金， 均顶格申购东方证券7

亿股，动用资金达到70.21亿元。而蓝

思科技同样受到机构青睐，有7只基

金顶格申购。

多位基金经理表示，“打新基金

本来是在‘拼运气’ ，参与询价不一

定入围，入围也不一定中签。 投资者

对于收益率应该有合理预期，一夜暴

富这种美梦别指望了。 ”Wind数据

统计显示，自去年6月IPO重启以来9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国投瑞银新机

遇、东方利群、鹏华品牌传承等打新

基 金 的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23.83% 、

12.20%和8.86%，打新基金收益水平

参差不齐。

谈及如何选择打新基金，资深理

财人士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些小窍门。

首先， 打新基金和普通基金类似，规

模在一定范围内对收益会产生正面

影响，超过一定规模后，打新收益反

而会因为规模太大而遭到稀释。 因

此，选择规模适中的打新基金非常重

要。 按照目前的新股发行节奏来看，

规模在20亿元至30亿元左右的基金

资金使用效率较高。 其次，打新选择

混合型基金为宜。重点配置对象为不

定期新上市股票，以及不超过10%的

优质老股和80%左右的债券、现金等

低风险产品。 此外，需要选择实际股

票仓位低的基金， 防止股票仓位对

“打新”收益的侵蚀。

“信别人不如信自己”

虽说购买打新基金 “省心且省

力” ，但是仍旧有部分老股民“不买

账” 。 资深股民王凯就一直坚信“信

别人不如信自己” 。 王凯这类投资者

一方面资金实力更为雄厚，另一方面

对于打新收益有着更高预期。

王凯告诉记者，“自2014年11月

开始，我几乎每打必中，收益相当可

观。 我的经验就是，只要手里有钱就

尽量申购，不行还可以借几个账户申

购。尽量顶格申购，中了就是稳赚。 ”

他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由于自己

打新股已经有了一定经验和可观收

益，在朋友圈里面小有名气。 “最近

几次打新， 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团队，

几个朋友凑了几百万元，每次打中的

收益都不错。 ”

值得注意的是， 机构打新虽说

“不用自己操心” ， 但是机构在询价

和申报过程中也可能滋生不规范行

为， 进而可能影响个人投资者的收

益。 近日，证券业协会发布《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

显示，华富智慧城市、信达澳银领先

增长、中邮核心优选、中邮核心竞争

等4只公募基金产品因在去年的IPO

配售项目中违反相关规定，列入新股

配售黑名单， 未来6个月内不得参与

新股申购。

中长期理财产品走俏

□ 李宝富

如今， 银行变得跟商场一般，遇

上节日就搞促销，似乎任何一个节日

都可以成为银行打促销战的理由。

“银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主动让

利搞营销， 成为银行不得不做的事

情。 ”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称，节假日

理财虽然只是噱头，但让利抢客户是

实实在在的。

尽管央行降息不久， 但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率在妇女节期间不降反

升， 部分城商行推出的女性专享理

财产品预期收益率甚至超过6%。 除

了银行竞相推出高收益率理财产品

外，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也借着“女

神节” 推出了全方位的理财服务。与

往年市民理财偏爱短平快不同，不

少投资者趁节日机会选择中长期产

品锁定收益。

不过，进入2015年以来，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率一直处于缓慢下行区

间。随着市场资金面趋向宽松，央行进

一步降息， 春节后银行理财市场悄然

降温，收益率超过6%的理财产品占比

不到一成。在央行此次降息后，理财产

品预期收益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的银行

均为中小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国有大

行的理财产品则处于四平八稳的状

态。 专家表示，此次央行降息后，社会

融资成本下降，投资端收益率下滑，会

传导至理财产品， 预计二季度理财产

品收益率有可能跌破5%。

结构性理财产品结合了固定收

益类的低风险资产和金融衍生品等

高风险资产，可以满足各类风格投资

者的需求，结构性理财在我国处于高

速发展的“黄金期” 。 结构化理财产

品顺应了我国商业银行大资管时代

客户个性化理财需求，其规模得到快

速发展，但保本甚至保证收益的产品

占多数，其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有银

行认为结构化产品本身是（收益率）

恶性竞争的产物。这表明结构化理财

产品未摆脱理财产品的“隐形担保”

和“刚性兑付” 的问题，理财业务并

未实现向资产管理业务的转型。专家

表示，依靠商业银行的渠道、高端客

户等独特优势，未来权益类挂钩的净

值型结构化产品有望迎来大发展。

据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统

计，本周银行理财产品周均预期年化

收益率达5.25%， 较上周上升0.03个

百分点。短期限与长期限理财产品的

周均收益率均有所上升， 其中15天

至1个月、12个月以上期限的理财产

品周均收益率升幅最大，较上周分别

上升了0.20和0.29个百分点。 从收益

率分布来看，各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

的产品分别来自平安银行、 交通银

行、广发银行、泉州农村商业银行。中

短期高预期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多属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长期限高收益率

的产品正好相反。 其中，交通银行的

一款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以8.1%

的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至3个月期限

第一的位置，广发银行的一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产品以10%的预期收益率

居3至6个月期限产品的首位。

注：

１

、本表所列

3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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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15

年

3

月

13

日 单位：人民币元

12个月以上期限理财产品周均收益率涨幅较大

以上数据来源：巨灵数据

&

金融界金融产品研究中心

美元强势 金银败退

□ 证金贵金属研究员 谢堃

自上周开始，金银呈现明显单边下行走

势，尤其是在美元强势、欧元弱势的背景下，

美元指数连续暴涨逼近100大关。 上周五，

非农数据超预期强劲， 美国就业市场以及

制造业的强势复苏态势明显。美元加息时点

临近，利好美元的同时，对金银构成压制。

美联储何时加息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2

月非农就业报告数据意外强劲， 暗示经济可

能升温，这为美联储的加息留下空间。 货币期

货市场走势显示，6月升息预期再度发酵。

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本周三表

示，鉴于就业市场快速改善，美联储结束近

零利率政策已经超时，有必要“现在或者很

快” 加息。这无疑会再次加剧市场对美联储

加息的预期。

而当前投资者的目光开始聚焦于下周

召开的美联储货币会议。在全球宽松货币政

策的大环境下，加上原油价格持续下行令通

胀保持较低水平，使得美联储短期并无太多

升息压力。 但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升息预期，

成为近期投资市场不断炒作的话题。

欧洲方面， 由于欧央行持续实施宽松货

币政策，欧元加速下滑，间接为美元指数走强

添加动力。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法兰克福

歌德大学讲话时肯定了QE的作用，并且认为

QE将提振通胀。 欧洲央行扩张性政策工具是

职责所在， 管委会肯定了资产购买作为政策

工具的有效性。 预计欧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

不变，欧元会持续走弱，进而拖累金价走势。

希腊问题继续困扰整个欧元区。 3月底

之前，希腊必须偿还15亿欧元IMF贷款。 此

前，欧盟同意延长希腊4个月再举债的缓冲

期，使得希腊债务危机暂缓。但是，近期欧盟

多国认为希腊采取的改革措施“不给力” ，

因此目前欧盟财长会议正在紧张商讨债务

偿还问题。 当前，希腊可从希腊金融稳定基

金贷款5.55亿欧元，但是偿还IMF的贷款仍

有缺口。目前希腊与欧元方面的局势再度僵

化，或刺激金银价格上涨，但空间有限。

证金贵金属认为，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

靓丽，众多美联储官员加息言论升温，支撑

美元走强的基本面不可忽视。 而全球多国

央行相继推出宽松货币政策， 导致市场上

美元以外其他货币持续贬值， 美元大幅升

值逼近100关口，美元进一步走强已不可阻

挡，对金价构成压制，建议投资者维持空头

操作思维。

整体来看银价跟随金价走势。 技术上

看，白银K线已经9连跌，均线系统呈空头排

列格局，MACD指标在零轴下方继续向下

发散，KDJ指标处于低位。证金贵金属认为，

经过前期连续下跌， 短期或存在反弹机会。

但在基本面偏空背景下反弹空间有限，反弹

或给我们提供良好的逢高做空机会。

提示板

“二清机”助长套现风险

□ 学军

如果有一天你在北京的一家商户刷卡

消费， 发现打印出来的POS单是武汉某家

商户，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穿越了，而是碰到

了“二清机” 。

所谓二清机是指需要二次清算的POS

机。 一般由银行或者支付公司和商户直接清

算的属于一清，POS机刷卡的钱会直接转到

商户账户。 二清是指有POS机的商户，即一清

商户申请增机，卖给其他个人或者小商户，小

商户的钱由一清商户清算， 中间多了一次清

算过程，所以小商户使用的是二清机。

据银率网调查， 目前市场上申请二清机

的主要是想从事信用卡套现的个人或者小商

户。 由于他们达不到银行或是支付公司核批

POS机的标准，就会去一清商户租赁或购买二

清机，大部分一清商户是以出租或出售POS机

为主营业务的皮包公司，根本不对申请者进行

审核。 这导致市面上出现大量主要从事违法

套现的POS机，激发了信用卡套现风险。

王女士就遇到过一起这样的情况。王女

士生活在上海，1月5日在上海某商户消费

了一笔1000元， 该商户使用的是正规的一

清机具， 这笔消费显示的发生地为上海；同

一天， 王女士在另一家商户消费了500元，

该商户使用的是武汉某企业的二清机，对于

银行来说，王女士的信用卡消费发生地是武

汉；悲剧的是当天王女士又在其他商家的二

清机消费， 这台机器的注册地是湖南某市。

对于银行来说，王女士的信用卡一天之内在

不同城市发生了消费，被认定存在盗刷或是

违规消费情况，被银行冻结，王女士花了不

少精力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

据银率网调查，目前不少出租或是出售

二清机的一清企业拿到资质后，就会去银行

或是支付公司申请几千台POS机。一台成本

几百元，然后转卖给那些想从事信用卡套现

的个人。这些人拿到POS机后从事违法套现

活动， 每笔消费支付一笔手续费给一清企

业，然后从一清企业定期获得结算资金。

目前市面上“二清机” 泛滥，有不少专

门从事出租或出售“二清机” 的企业，这些

企业钻了目前的法律漏洞，引发了大量信用

卡犯罪行为。 “3·15” 将至，银率网呼吁银

行、支付公司等有关企业和部门，加大力度

清理这些信用卡市场的毒瘤。

校园分期金融添新军

□ 本报记者 殷鹏

小试牛刀后的校园白条， 终于

开始发力校园。“我们发现大学生是

一个特定人群，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我们希望能让上百万学生获得京东

白条的信用服务。”京东集团董事长

兼CEO刘强东此前强调。

目前， 校园白条的信用额度最

高可达8000元， 拥有30天免息，并

可选择最高24期的分期还款， 学生

可通过移动端还款， 可通过关注校

园白条微信服务号， 完成在线申请

审批， 随后到所在学校的校园金融

服务站开通校园白条。

对于还不能办信用卡的大学生

来说，白条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在选

择方式方面， 白条用户可选择最长

30天延期付款，或者3期、6期和12期

和24期的分期付款。如果不分期，30

天延期付款，不会产生费率；如果选

择分期，每期手续费率是1%。

据记者了解，目前高校大学生

申请银行信用卡较难，申请周期较

长，步骤相对复杂，而且额度一般

在500元至3000元。 这种情况为大

学生分期市场发展提供了良好条

件。 因此，校园金融市场成了互联

网企业的天下。 目前，很多互联网

企业推出了分期金融产品，例如趣

分期、爱学贷、分期乐、喵贷等。 由

于缺少来自银行的竞争，校园金融

的分期产品利息普遍比信用卡分

期高。 有调查称，面向大学生的分

期平台， 其综合费率一般在20%左

右， 扣除12%左右的P2P通道费用

后，分期平台能够获得约8%的利差

收入。

然而， 与其他校园金融产品相

比， 校园白条更看中通过这种支付

手段让大学生便捷享受电商服务，

而不是单纯赚取分期利息。 基于电

商平台， 校园白条可以为大学生提

供书籍、食品、服饰等低单价、高频

次的日常消费品。

有观点担心校园金融风控问

题———宣传时不对大学生说明利息

和违约金， 只渲染iPhone� 6立即拿

回家， 所谓的风控最终成了家长埋

单。“大学生分期的风控制度需要不

断完善， 分期平台是连接电商和学

生消费者的重要枢纽， 如果风险控

制不力，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 ” 一

位业内人士说。

京东金融方面表示， 已利用大

数据风控将风险前置。 为了降低坏

账率，会利用用户的消费记录、配送

信息、退货记录、购物评价等数据进

行风险控制；同时，配合校园服务站

点现场认证学生身份， 并对授信额

度做合理控制。

业内人士指出， 电商场景天然

能与消费金融相结合， 确保真实消

费，了解学生真实的消费需求，与其

他只是提供贷款的校园金融产品相

比，校园白条风险可控。

理财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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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天

3.73 2.8-5.1 3.84 2.8-5.1 -0.11

8-14

天

4.36 3-5.3 4.40 3.95-5.2 -0.04

15

天

-1

月

5.06 3.8-6.1 4.87 3.8-5.5 0.20

1-3

月

5.22 2.2-8.1 5.28 1-12.2 -0.06

3-6

月

5.31 1.1-10 5.22 1.05-10 0.09

6-12

月

5.36 2.0-7.0 5.32 1.7-9.6 0.04

12

月

≥ 5.26 1.4-8 4.96 0.057-8 0.29

期限

预期收益率

（%）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收益类型

≤7

天

5.1

平安财富

-

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2

年

1

期人民币理财

产品

(

认购期

:2015

年

03

月

09

日

-2015

年

03

月

10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8-14

天

5.3

平安财富

-

双周添利

(

滚动

)

现金管理类

2014

年

300

期人民币

理财产品

(20

万

(

含

)

以上

)(

认购期

:2015

年

03

月

10

日

-2015

年

03

月

11

日

)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5

天

-1

月

6.1

平安财富

-

私行专享尊贵智慧资产管理类

2015

年

10

期

(

薪花

怒放特别版

)

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 非保本浮动

1-3

月

8.1

“得利宝·沪深

300

挂钩”

47

天

(

看涨跨价

)(2461150006)

交通银行 非保本浮动

3-6

月

10

广发银行“欢欣股舞”

2015

年第

19

期

(

沪深

300

指数期末双向

连续型带触碰条款—偏看涨方向型

)

人民币理财计划

(XJXSLG0796)

广发银行 保本浮动

6-12

月

7

刺桐红银博士

2015-Y008

号

C

款

泉州农村

商业银行

保本浮动

12

月

≥ 8

平安财富结构类

(100%

保本挂钩股票

)

资产管理类

2015

年

88

期

(

女神节专属

)

人民币理财产品

(TLG150088)

平安银行 保本浮动

CFP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