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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玩转大消费

□ 本报记者 殷鹏

股市持续调整， 让很多投资者望而却

步，转而将资金向互联网金融领域搬家。据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由于实体经济持续

不振， 很多互联网金融平台将业务重点向

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领域转移， 以此降低

业务风险。

放心贷董事长沈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P2P将会走向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大

型综合类，另一种是垂直细分类。“这两种

模式各有优势， 大型综合类平台会给投资

人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的模式， 属于大而

全的产品平台， 一些已经发展较好的平台

都属于这一类； 而垂直类P2P平台在细分

专业领域深耕，随着专业度不断提升，资源

不断挖掘，必然会占据市场一片江山。 ”

放心贷即属于后者， 该平台即将推出

“房租宝” 产品就是对不动产求租人提供

租金分期服务。产品主要服务三类人群：服

务地产中介公司， 解决同业竞争中的资金

需求；服务求租人，求租人只需缴纳押金，

放心贷为其提供灵活的不动产租赁金融服

务，让创业者或求租人节约宝贵的现金流；

服务投资人， 投资者将资金出借给经营良

好的地产中介公司或个人征信良好的求租

人，投资人获得最高13.5%的年化收益率。

沈健说， 房租宝这款产品最初就是为

了那些在大城市刚刚大学毕业要步入职场

的人群设计。这部分人群没有太多积蓄，又

有在大城市就业租房的刚性需求，“如果

通过我们能够替他们解决初期房租需要一

次性拿出一大笔钱的问题， 对他们而言应

该是切实的帮助。 ”

除了租房， 汽车是互联网平台发力的

另一个重点。 理财范平台的发展方向是以

汽车金融为核心， 基于整个汽车金融生态

圈，为用户提供完整的消费金融服务。

在资产端，理财范主要是通过与担保

公司合作。 针对个人新车消费分期、汽车

抵质押贷款， 针对企业4S店库存融资、4S

店建店融资、车辆融资租赁，甚至针对汽

车生态产业链融资服务、对全体汽车主配

套的消费金融服务，与之合作的担保公司

均能提供全方位数据和资源。

在风控方面， 理财范利用一个名为

“深蓝” 的结构化主动防御体系，并与大数

据征信公司合作，接入到央行征信系统中，

通过大数据优势， 识别借款项目的风险属

性。理财范CEO申磊表示，“汽车金融属小

额分散的业务模式， 可降低项目风险。 此

外，‘深蓝’提供1亿元逾期债权回购金，保

证万一项目出现问题后投资人资金安全。

目前整个消费金融的收益率根据借款期

限，在年化13%到15%不等。

除了基本的生活需求外， 娱乐对于

互联网金融也大有文章可作，典型案例

就发生在京东金融这个大型综合类平

台上。 近日，主打小清新风格的好妹妹

乐队在京东众筹发起了一个名为“自在

如风” 北京工体万人演唱会的众筹项

目。从6月3日项目上线，至今已筹得200

万元，超额完成众筹目标。 这是第一场

完全通过众筹形式打造的超大型演唱

会。 通过众筹模式，短时间内取得巨大

成功，好妹妹乐队俨然已经成为2015年

中国草根励志的代表。

著名乐评人张昭轶表示，一方面，众筹

的模式很新颖， 它把主动权由唱片公司手

中拿过来交给网友和乐迷，让市场说话，让

乐迷做主，帮助他们的偶像实现梦想；另一

方面，众筹的平台很重要，拥有高知名度和

丰富运营经验的平台可以把众筹模式利用

得很好。

据了解， 除了好妹妹乐队的众筹项

目，王力宏《你的爱》首场线上互动签售

会、 红牛张北草原音乐节等也在众筹中，

流行文化类众筹已经在京东蔚然成风。

专家指出， 随着互联网和金融的彼此

渗透，金融与互联网生活、实体经济的边界

日益模糊。互联网金融的用户，其消费和理

财需求可以同时得到满足， 这应该是互联

网金融进一步“场景化” 的大趋势，让金融

服务更加生活化、个性化。

风向标

中国证券报：在这样的周期

框架下，如何配置大类资产？

周金涛：其一，从汇率上看，

由于美联储加息概率较大， 三季

度可能出现美元低点， 随后美元

重回强势。而四季度之后，全球经

济大概率出现疲态， 彼时可能再

次出现美国一枝独秀的态势，美

元指数也许在三季度出现阶段低

点后，其强势将延续到四季度。

其二，大宗商品三季度前期

仍会由于复苏预期反弹，但四季

度并不乐观。我们坚持大宗商品

正在构筑2015年至2017年三年

大底的观点，目前只是底部形成

的一部分。 但必须指出，2016年

的第二底部将高于2015年的第

一底部。

周金涛：

资本市场正在迎来转机

黄金空头气氛浓

□ 明富金融研究所 谢堃

随着希腊周日将迎来 “最

后的” 谈判，预计担忧情绪难

以消散。 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

国经济数据走势以及联储官员

公开讲话，以寻觅9月加息的蛛

丝马迹。

5月以来美国众多经济数

据持续改善，一扫一季度因气候

原因造成经济下滑的阴霾，重新

回到复苏轨道。而美国年内加息

的前景逐渐明朗，美元指数重回

强势，对黄金多头构成相当大压

力。 从最新的6月美联储议息会

议内容看，虽然偏鸽派没有主张

直接加息， 但17名委员中有15

名预计年底前要加息，且官员们

预期2015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

值为0.625%， 这意味着美联储

今年可能有1-2次25个基点的

加息，暗示美联储加息时间节点

日益临近。

同时，美联储主席耶轮在新

闻发布会上首次淡化了加息时

间，强调加息路径：如果经济扩

张好于预期， 通胀高于预期，加

息时间不是问题。此番言论或暗

示加息就在眼前，只是加息步伐

不能过快。 同时，上周四非农数

据虽不及预期， 但依然维持在

20万人以上，且失业率5.3%，创

下2008年4月以来的最低值，表

明美国就业市场强势复苏。

希腊公投否决国际债权人

救助协议，导致国际市场较大幅

度波动，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使

得大宗商品全线下挫，传染到黄

金价格，促使其下挫。 目前投资

者担忧希腊退欧可能会对欧洲

其他地区产生多米诺效应，并对

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一般金属以

及原油价格急剧下降，因担忧需

求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贵金属，

例如黄金、白银等则可能向任意

方向波动。

中国股市近期波动加剧是

对黄金市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 按理说，股市下挫、大幅度

波动对保值的黄金价格应该构

成利好。但是，这是在股市波动

风险可控的情况下， 资本从股

市逃出后投资于黄金保值市

场。 如果股市暴跌甚至发生股

灾之时，大量资本被套牢，无法

出逃， 直接对黄金需求形成打

击，使得黄金价格随之暴跌。 这

是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 无论

哪种金融交易品种都会遭殃而

不能幸免。

投资者目前已经对黄金失

去信心， 随着希腊退欧风险加

剧， 希腊与债权人谈判未果，市

场风险厌恶情绪增加，但黄金并

未受到较大提振。明富金融研究

所认为，若欧洲央行切断对希腊

紧急流动性援助，则希腊银行业

不到数日就可能崩盘，这将沉重

打击欧元的稳定，导致避险资金

回流美国，美元上涨将进一步打

压黄金。

目前白银已经跌破下行通

道的下轨支撑线，市场空头力量

持续增强。 白银日线图MACD

指标中，快慢线零轴下方向下发

散，同时绿色能量柱增长，显示

市场空头力量维持强势，可能会

持续打压银价走势。白银日线图

中各条均线维持空头态势，表明

市场空头力量开始累积。明富金

融研究所认为， 白银经过大跌

后， 短线技术上有反弹需求，但

其整体弱势格局不变，投资者可

选择逢高卖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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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抄大底

彼时吴伟志已将公司旗下产品仓位降

至低位，“提前减持了涨幅较大的小票，把

仓位降至五成， 并运用股指期货对冲了部

分股票仓位，持仓以低估值蓝筹为主。 ”

而代雪峰在其6月3日的博客上撰文表

示，“股指自2000点飙升以来，市场直接提

升1.5倍，该洗牌了。 ”

6月初，深圳一位公募基金经理也奉劝

记者，“现在市场点位太高，可能会有一波

调整，先不要申购我的产品，等等看。 ”

不过， 由于大跌幅度、 速度都超出预

期，抄底抄在半山腰上的机构比比皆是。据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 虽然大部分机构对

于调整早有心理准备，不少公募、私募在5

月中旬就开始降低仓位， 或者相应增加对

冲品种配置，但是错在提前抄底。 “我们5

月底就开始降低仓位，到了6月中旬仓位已

经只有五成，但是加仓加早了，到了6月底，

仓位就已打满。 ” 深圳一位管理规模超过

40亿元的私募基金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抢筹！ 抢筹！

7月10日，A股再现千股涨停， 两根阳

线之后，市场情绪开始转暖。“我7月9日拿

到30亿元资金，半个小时就被抢空。 ” 一位

配资公司老板在微信群里炫耀。

而一些低仓位的公募、 私募基金在

暴跌恐慌之后，再次出现对踏空的担忧。

“现在就一个字‘抢’ 。之前暴跌时，担心

触及平仓线，所以一直被迫砍，现在只能

发了狠地抢筹，就挂涨停单，能抢多少是

多少。 ” 深圳一位管理规模在5亿元的小

私募说。

“连续两天涨停， 能买到的筹码少得

可怜，就看下周一能不能调一调。 ” 深圳一

位混合型公募基金经理表示， 目前其管理

产品股票配置仓位在六成左右。

菁英时代董事长陈宏超表示， 经过近

期加仓，旗下产品仓位已接近八成，如果再

加上公司尚未建仓的新产品， 预期公司还

有20多亿元可以进场扫入质优价廉的股

票。他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坚定看好

中国资本市场前景。 事实证明， 过去三十

年，没有人能依靠做空中国而成功。中国正

走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上， 只有长期坚定做

多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未来真正的赢家。 支

持长期牛市的基础并没有改变， 资本市场

向好的长期趋势也不会因为短期的市场波

动而逆转。

吴伟志指出，长远一点看，此轮深幅调

整让快牛变慢牛， 快速下跌使一批优秀成

长型公司的股价趋于合理， 估值不高的蓝

筹变得更加便宜。 “目前是非常好的牛市

中期上车机会。 ”

银行理财

大众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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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本表所列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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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投资潮流贵金属投资

银行称参与定增产品暂无恙

提高配资杠杆多为“噱头”

□ 本报记者 高改芳

银行界人士介绍， 银行资金参与上市

公司定向增发的高峰期是去年底。所以，尽

管本周证券市场大幅震荡， 但由于安全垫

比较厚实，所以银行资金较为安全。而且定

增产品的锁定期一般为3年，最短也有1年，

所以短期内不会发生风险。

有银行近期逆势提高伞形信托配资比

例，但信托公司人士表示，由于市场风险未

见明显减少，投资人降杠杆还来不及，所以

很少有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加大杠杆入市，

这样的信息多是“噱头” 。

加杠杆实为噱头

“近期各大指数已经回调超过30%，

千金难买牛回头， 银行重新开启伞形为客

户提供配资，产品1000万元至5000万元可

做，配资比例根据金额调节，放款速度快，

足以支持分批抄底。 ” 近期有投资者向中

国证券报记者反映收到上述信息。

记者致电上述客户经理被告知， 配资

业务为伞形信托，门槛2000万元，杠杆1：

1.5，融资利率9%；5000万元以上可以做到

1：2，成本底价8.45%，通常8.5%左右。 如果

1亿元以上，可以拿到底价8.45%，期限一

年。 金额更大，资金价格还有谈判空间。 均

可做单一结构化， 中小板单票占比最高

10%，沪深300单票占比最高20%，中小板

和创业板总量不超30%。

客户经理非常周到地介绍， 上述业务

以公司或者个人的名义都可以办理。 “最

近已经有很多客户前来咨询。 上海分行已

经没有额度，只有深圳这里还有。 ” 该客户

经理介绍。

另外一家股份制银行前段时间也逆

势提高了配资比例。 把原本1：1的杠杆比

例提高到了1：1.5。 但信托公司人士介

绍，由于大量配资客户被强行平仓，恐慌

情绪并未消除， 所以近期根本没有客户

尤其是千万元级别以上的客户有配资需

求。 “银行就是借机搞个噱头， 打个广

告。 ” 该人士称。

不仅伞形信托新增配资需求不足，存

量伞形信托如何去杠杆也是让各大信托公

司头疼的事。

“银行的配资资金基本安全， 平仓主

要由信托公司操作， 劣后级客户损失惨

重。 ”上海一家信托公司的信托经理介绍。

据公开信息，华宝信托认为，中国资产

管理机构可能通过出售债券变现来满足客

户赎回需求。由于停牌或跌停，很多股票现

在无法交易， 出售债券是为数不多的变现

手段之一。

理财参与定增暂无恙

除了为伞形信托配资， 银行理财资金

早已通过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流入股

市。 目前来看，由于参与时间较早、安全垫

较厚以及锁定时间长等原因， 理财资金参

与定增暂未发生亏损，但形势不容乐观。

从去年中开始， 银行理财资金参与定

增的热情逐渐高涨。

银行理财参与定向增发可从上市公司

定增股东名录中看出蛛丝马迹。 上市公司

定增公告中列示的“某基金、某券商或者

某银行定增*号产品（计划）” 等即为银行

理财资金参与定增的产品。

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显示，2015年

上半年， 有189家A股上市公司实施了定

向增发方案， 融资金额总计2856.8亿元，

与2014年同期的2738.37亿元相比增加

4.32%。 从单笔融资金额来看，上半年完

成定增的189家企业平均单笔融资金额

为15.12亿元。

2015年上半年， 在完成定向增发的

189家A股企业中，有28家企业定向增发的

规模超过了20亿元，占比14.81%，包钢股

份、美罗药业、中国电建、华东科技4家公司

定增融资金额超过100亿元。

其中， 包钢股份单笔定增规模达

294.98亿元， 为上半年规模最大定增案

例。 包钢股份的公告显示，2015年5月的

定增价格为1.80元/股。 定增对象有包钢

集团、国华人寿、理家盈、招商财富、财通

基金、华安资产、上海六禾等。 这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票限售期为36个月， 预计上

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5月26日。 经过6月

以来的剧烈调整， 包钢股份7月9日的收

盘价为5.01元。距离1.8元的定增价格，有

很厚的安全垫，但3年之后的市场走势目

前不好判断。

财通基金以擅长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

发业务著称。该公司相关人士介绍，今年已

经成立专门的业务部门对接银行理财部

门，把银行理财资金“引流”到定增市场。

股权质押亮黄灯

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另一种方式是股

权质押。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按一定的抵

押率把股权抵押给券商，获得资金。而资金

的最终来源还是银行。

值得关注的是，在股价急速下跌后，因

股东质押股权带来的风险正在逐渐暴露。

据东方财富网统计发现， 若按质押率3折，

预警线150%估算，如今仅有75亿元股权质

押风险敞口。而质押对象多以证券公司、银

行、信托为主。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7月7

日收盘，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共有1110笔股

权质押，涉及911家公司。其中，自冻结日至

今，股价跌幅超过40%的有192笔，而股价

跌幅超过55%的有35笔，涉及25家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 全筑股份（603030）

涉及的四笔逾1600万股质押股权，自冻结

日至7月7日， 股价跌幅逾60%。 有分析认

为， 若按质押率3折， 预警线150%进行估

算，当股价自冻结日下跌达55%后，质押股

权部分开始预警，当股价进一步下跌，将面

临平仓。

光大证券银行业分析师王剑估算，按

照券商约2万亿元的两融总额， 其中1/3至

1/2有银行配资， 因此银行敞口在5000亿

元至10000亿元。

申万宏源证券估算银行给伞形信托配

资规模， 目前银行理财业务规模约17万亿

元，权益类占比中性估计10%，这块规模大

约为1.7万亿元左右，其中有一部分是做定

增项目配资、两融收益权等业务，假设40%

至50%是伞形信托， 则这块存量约为7000

亿元至8000亿元。

但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高挺认为，

这次股市大幅调整引发金融市场系统性风

险的可能性较小。 整个银行系统有近两百

万亿元资产，涉及股市的较少，预计有一两

万亿元银行资金可能介入。

股市变化快 理财优势显

□ 陈洋

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股市震荡后，不少

股民将账户资金转投更为稳定的银行理

财产品， 而中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最受青

睐。 理财分析师表示，降息降准后银行理

财产品收益率下滑在所难免，但目前市面

上在售的收益率达到5%至6%甚至更高的

理财产品不在少数。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银行在售高收益理财产品，抓住不可多得

的阶段性投资机会。 对于风险偏好较低、

缺少专业知识的普通市民来说，是个不错

的阶段性投资选择。

在各类投资市场中， 银行理财产品

以稳健风格受到投资者追捧。 然而，并不

是所有的理财产品都能到期稳赚收益，

近期结构性理财产品频现难达预期最高

收益的情况。 挂钩股票的结构性理财产

品平均预期最高收益率为7.77%，而平均

到期收益率只有4.74%， 收益率缩水近

四成，可以说是风险最高的结构性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6月下旬以来股指波动较

大， 不少以此为标的物的结构性理财产

品收益难达预期。 建议市民投资这些产

品前， 看清银行给出 “理财收益测算示

例” 。 投资者需要测算在最好情景、较好

情景、一般情景、最差情景下可能获得的

到期收益。

对于下半年银行理财产品趋势， 多位

理财分析师表示，央行持续释放流动性，今

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缓步

下降。下半年，监管层将继续维持宽松的货

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复苏势头。加之各银行

大额存单已经推出，尽管目前利率偏低，但

不排除下半年有调整的可能性。 如果其利

率提升至一定程度， 将极大地冲击理财市

场。因此，预计下半年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

将保持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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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环比下跌0.12个百分点。 期限

小于及等于7天的理财产品共有6款，周

均收益率达到3.13%，环比下降0.03%；8

天至14天期限的理财产品共有6款，周均

收益率达3.1%，环比下降0.81个百分点；

15天至1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共发行6

款，周均收益率达4.09%，环比上涨0.26

个百分点；1个月至3个月期限的理财产

品共有378款，周均收益率达5.07%，环比

下降0.03个百分点；3个月至6个月期限

的理财产品共发行307款，周均收益率达

5.07%，环比上涨0.14个百分点。 本周高

预期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多属农商行，收

益类型多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从各

期限预期收益率最高产品来看， 交通银

行的一款非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以8%的

预期收益率夺得了1个月至3个月期限第

一的位置； 泉州农村商业银行的一款保

本浮动收益产品以7%的预期收益率居

12个月及以上期限产品的首位。

昊樽 30 葡萄酒指数六月份整体回顾

昊樽期酒·2015 年 7 月 7 日

注：上述葡萄酒价格为 Liv-ex上记录的截至 2015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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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21

244.32

月度环比

-2.30%

-1.02%

半年

-1.75%

2.44%

年度

-4.51%

-1.89%

1

年期

-

5.39%

5

年期

-

2.86%

时间：截至

2015

年

6

月末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Talbot

Duhart�Milon

Margaux

环比涨幅

13.60%

1.55%

1.52%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Opus�One

Forts�Latour

Beychevelle

环比跌幅

-26.67%

-20.32%

-9.87%

时间：截至

2015

年

6

月末

截至 2015 年 6 月末，昊樽 30 指数（BHC�30�Index）报收于 977.21

点，较 2015 年 5 月末点数（1001.02 点）下跌 -23.81 点，环比跌幅 -2.

3%。 同期，Liv-ex100 指数报收于 244.32 点， 环比上涨 2.47 点， 涨幅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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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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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2 3,723,665,274.52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312 10,311,823,515.43

184728

基金鸿阳

1.2347 2.8062 2,469,476,280.95 2,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3123 2,624,511,042.67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4740 3.8320 4,422,903,125.03 3,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