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财看台

银行理财产品未现“开门红”

□陈洋

春节过后银行理财收益率继续

下跌，未见“开门红” 。 对于银行理

财下跌的原因， 业内人士认为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1月中上旬，股市、汇

市均出现剧烈波动， 债券收益率回

落， 而债券在整个银行理财市场中

的配置比例较高； 实体经济转型和

改革进一步深入，对僵尸企业“动

刀子” 会陆续展开，银行理财在资

产端很难找到高收益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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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化收益率跌至4.1%，创近几年新

低。 7天以内的理财产品共有39款，

周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达到3.42%；8

天至14天期限理财产品共有21款，

周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达3.2%；15天

至1个月期限理财产品发行11款，

周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达4.07%；1个

月至3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共有

359款， 周均预期年化收益率达

4.12%；3个月至6个月期限的理财

产品共发行225款， 周均预期年化

收益率达4.19%。

Apple� Pay

让银行支付机构忙起来

□本报记者 殷鹏

2月18日， 对于数量众多的

“果粉” 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

的时刻，传言许久的Apple� Pay正

式入华。 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公司，

在这场“扔掉钱包、剪掉信用卡”

的盛宴中一起发力。

据了解，目前已有工、农、中、建

等19家银行宣布支持Apple� Pay。

为抢占先机，中信银行早在去年9月

就携手华为钱包首推NFC电子信

用卡， 并在去年底联手银联推出

“云闪付” ，在具有银联“闪付” 标

识的POS机上实现手机闪付。 此次

中信银行成为首批支持Apple�

Pay的服务银行， 同时为用户提供

绑卡赠积分优惠。

中信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 信用卡的介质可能不复存

在，转而变为可穿戴式设备。而我们

要在互联网浪潮席卷之后， 将过去

不相关的企业变为盟友， 再利用平

台优势为用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

才能建立起让消费者感觉更亲密的

认知和体验， 从而在这场没有战火

却硝烟四起的支付大战中成为被未

来世界认可的企业。 ”

此前在移动支付这块市场的竞

争中， 传统金融机构被认为是不占

优势的。支付宝、微信等平台由于拥

有线上支付的先发优势， 在远程支

付市场份额中占据了大半江山；然

而， 也正是由于微信红包等移动支

付方式的兴起， 无心插柳地培养起

了大批用户的使用习惯， 即形成了

大胆将银行卡和微信、 支付宝等捆

绑在一起的支付习惯， 而这个趋势

正在演变成为一股支付革命浪潮。

中信银行相关负责人称， 传统银行

很容易将自身优势和资源嫁接到移

动端， 这种一碰（POS机）、 一按

（指纹）就能面对面付款的优势，是

其他支付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移动

支付不再局限于网上银行和远程支

付，而是一举来到近场支付时代。

积极忙碌起来的还有第三支付

公司，快钱、乐富支付均推出了支持

Apple� Pay的POS。 快钱超智能

POS已经实现了支付全开放， 它将

微信支付、百度钱包、快钱钱包、银

联闪付收入麾下。 通过全国各地的

100多座万达广场向线下延伸，涵盖

了酒店、餐饮、娱乐、影院等应用场

景。未来将应用于汽车、4S店、房产、

商超、医疗等其他领域。 今后，“果

粉” 们通过快钱超智能POS便能使

用Apple� Pay，进行购物、吃饭、看

电影、 购房……顺利打通线上线下

支付之路。

乐富支付认为，以二维码支付

为代表的互联网支付的 “三方模

式” 对以POS机刷卡为代表的“四

方模式” 发起的冲击，远没有人们

事先预料得那样大。 尽管二维码支

付培养了一定用户群体的支付习

惯，然而在安全保障方面，仍然存

在一些短板，导致相对安全的POS

机点对点支付模式始终拥有稳固

的市场。 尽管发展迅速，移动支付

只是在小额支付上形成了优势，商

家和消费者的习惯思维尚未改变，

而商家累积多年的POS机收单体

系，形成了大量数据，短期内也不

愿意放弃POS机使用移动支付。 随

着银联携手苹果、 三星等的入场，

包括NFC近场支付等新的移动支

付手段，势必要在移动支付领域与

二维码支付产生博弈，而NFC技术

（Apple� Pay得以实现所依靠的技

术）需要有POS机作为载体。 乐富

支付预计未来小额消费支付一定

会进入以微信、支付宝等为代表的

无卡支付时代，而大额消费支付一

定会进入以NFC技术为代表的有

卡支付时代。 无论何种支付，手机

将是移动支付市场最重要的支付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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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潮流提示板

昊樽 30 葡萄酒指数一月份整体回顾

昊樽期酒·2016 年 2 月 19 日

注：上述葡萄酒价格为 Liv-ex上记录的截至 2016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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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78

240.87

月度环比

1.56%

1.10%

半年

4.86%

-0.32%

年度

3.69%

-0.90%

1

年期

-

5.39%

5

年期

-

2.86%

时间：截至

2016

年

1

月末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Angelus

Pichon�Baron

Palmer

环比涨幅

13.75%

10.22%

6.38%

序号

1

2

3

葡萄酒名称

Opus�One

Beychevelle

Ducru�Beaucaillou

环比跌幅

-3.85%

-3.37%

-0.71%

时间：截至

2016

年

1

月末

截至 2016 年 1 月末，昊樽 30 指数（BHC�30�Index）报收于 1035.78

点， 较 2015 年 12 月末点数 （1019.91 点） 上涨 15.87 点， 环比涨幅

1.56%。 同期，Liv-ex100 指数报收于 240.87 点，环比上涨 2.61 点，涨幅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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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息预期弱化支撑金价

□

明富金融研究所 谢堃

国际金价继春节期间强势

拉升后，本周震荡回落，一方

面由于本周国际主要股票市

场企稳反弹，全球市场风险情

绪有所回暖；另一方面，欧元

区经济数据整体疲软，欧洲央

行或推出更多宽松货币政策，

进而刺激美元指数走强，打压

黄金走势。

近期美国经济不景气，房

地产行业遭遇寒流，生产者物

价指数保持负增长，通胀前景

不乐观。美国

2

月

NAHB

房产市

场指数降至

58

， 触及去年

5

月

来新低； 美国

1

月新屋开工总

数降至

109.9

万户， 创

3

个月新

低； 美国

1

月营建许可总数下

滑至

120.2

万户，体现出美国房

地产市场遇冷。 美国

1

月生产

者 物 价 指 数 年 率 回 升 至

-

0.2%

， 仍处于负增长状态，主

要受能源价格和美元走强拖

累，预示着美国通胀水平短期

难以回升。 整体来看，疲软的

数据削弱了美元指数反弹动

力，为金银价格带来支撑。

在全球持续宽松背景下，

美联储加息进程将延缓。 美联

储新任理事明尼阿波利斯联

储主席卡什卡利发表中性言

论，认为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

发展将是

3

月议息会议的重要

考量，而负利率是美联储在必

要时可以采用的工具。 美国费

城联储主席哈克称，美联储需

要等到更多证据显示美国通

胀率上升后再继续升息，才是

明智之举。 他敦促美联储在货

币政策制定上应采取 “保守”

路线。 整体上看，费城联储主

席哈克对于通胀、经济及货币

政策的观点， 与此前耶伦、杜

德利较为一致，认为美国经济

仍然受全球经济动荡所波及，

美联储加息进程将受阻。 在美

国加息预期不断下降背景下，

美元指数将受压，从而支撑黄

金和白银走势。

近期欧元区公布的经济数

据持续疲软，欧洲央行或推出

更多宽松货币政策。 具体数据

显示， 德国

2

月

ZEW

经济状况

指数

52.3

，低于预期

55.0

，前值

59.7

。德国

2

月

ZEW

经济景气指

数

1.0

， 大幅低于前值

10.2

，创

一年半新低。 欧元区

2

月

ZEW

经济景气指数

13.6

， 大幅低于

前值

22.7

。欧元区

2

月经济景气

情况明显下跌，使得欧洲央行

面临加大宽松压力。 另外，德

拉基发表讲话，称欧洲央行准

备在

3

月进一步宽松。 德拉基

称，如欧元区经济前景受到金

融市场波动威胁，欧洲央行将

采取行动，以确保货币政策能

够传导到实体经济，随后欧元

汇价大幅走弱，打压黄金和白

银价格。

明富金融研究所认为，在世

界各国持续宽松背景下， 美联储

加息进程将放缓，支撑黄金走强。

欧元区经济数据持续疲软， 美元

则受到追捧，打压黄金走势。技术

上看，黄金经过本周的调整，再次

回到重要支撑位附近， 投资者可

把握逢低做多机会。

本周白银价格走弱， 但已

达到正常回调幅度，逢低买盘

力量开始积累。 日线图当前受

5

日及

10

日均线压制， 短期或

维持震荡。 从日线图

MACD

指

标看，快慢线零轴上方有死叉

趋势， 红色动能柱开始减弱，

白银上方有所压制。 整体来

看，白银经过本周调整，再次

回到重要支撑位附近，逢低买

盘力量开始积累，白银有望重

回上行趋势。

财经风云话本

三多增持御外敌 凤生定增避借壳

□林华伟 丁艺莎

上回正话刘二、赵三和李四

这三位曾经和孟三多一起打拼

天下的元老欲减持孟三多农业

科技公司共计6%的股份。 孟老

爷子听了程象的一番分析顿觉

有理：这几位元老此番减持虽有

临阵脱逃之嫌，倒是无异于雪中

送炭。

程象一见孟老爷子在病榻

上神采奕奕地坐起， 连忙继续

道：“老爷子，您这次正好可以近

水楼台先得月，就算借钱也要把

这三人6%的股份买到手。 只要

您出价不是太低，刘赵李三位元

老看在与您同生死、共患难一场

的份上，决不会拒绝您接盘。 这

么一来您就成了公司持股16%

的大股东，他们三位可以安心地

告老还乡。 您这持股比例一提

升，那等野蛮人想收购公司可就

更难了，到时他们要从其他小股

东和公众手里大量收购股份才

可能控制公司董事局，就不怕他

们不知难而退。 ”

孟老爷子听的是一手抚须

连连点头， 仿佛吃下了颗定心

丸， 心道这下野蛮人兵临城下

之危局应该可以暂解。 孟老爷

子这心里一定下来， 病也跟着

好了， 没过两日就生龙活虎地

出了院， 心急火燎地跑去和刘

二、赵三、李四商讨减持事宜，

几人当场一拍即合。 与此同时，

孟老爷子一边让程象帮着起草

和刘赵李三位的转股协议，一

边开始联络各位能贷款救急的

江湖朋友。

正当孟老爷子和公司法务

总监听程象讲解这转股协议之

际， 一阵急似一阵的电话铃声

在老爷子的办公室响起。 老爷

子嘿嘿一笑对身边的程象道：

“这号码不是那野蛮人的吗？他

们这是要认输投降了吧。 ” 说

罢拿起话筒。

电话那边的野蛮人六袋长

老恶狠狠地说：“孟三多，不要以

为就你们请得起律师，玩得转这

些管理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 我

们的确不想再和你耗下去，外面

有的是上市公司供我们挑拣。 但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今早听说

令妹控股的凤生汽车零部件公

司已经要揭不开锅，股票跌得我

都不忍看，我可听说早有人虎视

眈眈想借凤生的壳上市呢。 ”

说罢，野蛮人啪的一声挂断

电话。 孟老爷子头上霎时冒出豆

大汗珠，心里琢磨着俺们孟家真

是处在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赶紧给妹妹孟三娘去了个

电话。

孟三娘接起电话倒是气定

神闲， 听着哥哥这厢心急如焚

的话语，急忙解释道：“我的亲

哥哥，你稍安勿躁。 别听那野蛮

人吓唬你。 我们凤生公司最近

是业绩不佳，股票跌停，但我早

就想好了， 汽车零件这行业我

也是做够了， 别人一听都摇头

说我这是传统产业，不够时髦，

我呀早给公司谋划了新方向。

你听说过白奇士吗？ 他本来就

是凤生的股东， 我俩打算让凤

生来个主营业务转型， 改走高

科技信息化互联网高大上路

线。 他们那些野蛮人以为我们

凤生要被人借壳了， 哪知道我

等“山人” 自有妙计。 你就等着

我们的好消息吧。 ”

程象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会

心一笑，向着身边刚挂电话的孟

老爷子笑道：“您就放心吧老爷

子，我猜呀凤生是想先定向增发

给白奇士控制的公司，然后用凤

生的自有资金收购白奇士家做

高新科技的企业，这样一来实现

了凤生主营业务变更，二来把公

司实际控制人转变成了白奇士，

三来规避了借壳上市的严格繁

复的审查，可谓不是借壳胜似借

壳。 ”孟老爷子听到这儿一拍大

腿，大叫三声：“妙，妙，妙。 ”

欲知孟家兄妹风云大事，且

听下回分解。

反周期操作 黄金投资玩法多

□本报记者 周文静

“投资黄金对我而言主要

是资产的一项配置， 虽然价格

时涨时跌，但相对股市，金价还

是比较稳定。 在全球经济和资

产安全性持续走弱的情况下，

我会坚持定投实物黄金。 ” 投

资黄金多年的吴政 （化名）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截至目前，

他投资黄金的年收益在12%左

右。 吴政表示，黄金投资的总规

模在其资产中的占比不算大，

约10%左右。

反周期操作策略

“自己投资黄金多年总

结的经 验就是 ‘反 周 期 操

作’ 。 现在美元升值空间明确

收窄，全球经济未见起色 ，预

计 黄 金 还 有 一 定 的 上 涨 空

间 。 不过由于前期经历了一

轮上涨 ， 短期内黄金市场面

临震荡调整。 ” 吴政说，现在

还在坚持每个月定投部分资

金买入黄金， 短期市场如果

下跌将继续买入， 摊低成本

价。 “如果看到经济回暖，股

市开始企稳走好 ， 就会抛售

手中的黄金资产。 但目前来

看 ， 黄金是避险资金的主要

去处之一， 估计黄金的行情

还未走完。 ” 吴政认为。

“股市上涨趋势一旦形成，

我就抛售黄金。 在2014年11月

初， 基本上出清之前投资的黄

金。 2015年12月，黄金上涨了一

波后，也抛售了一部分。 现在，还

在入手实物黄金，主要是看到避

险资金持续流入以及中印等黄

金消费大国的消费市场回暖。 加

之近期美元升值放缓，货币市场

格局面临调整，黄金的货币价值

再次显现，预计黄金市场的行情

会走好。 ”吴政总结自己的投资

经验。

除了通过“反周期操作” 坚

持长期投资黄金实物的方式外，

还有一些投资者通过黄金基金

进行投资。 熟悉基金投资的吴女

士表示， 年前购买了两只黄金

ETF，投资期十多天，年后收益

率在4%左右。“其实早在去年10

月，就准备买黄金基金，此后一

直在观察走势。” 吴女士称。一位

银行理财经理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春节前后，银行销售的

实物黄金、纸黄金的规模上涨了

不少，一些大客户的配置需求强

烈。 加之年前银行吸存考核压力

骤增，而黄金收益明显，理财经

理乐得向客户推荐黄金类理财

产品。

在黄金饰品方面， 随着金

价持续上涨， 有意购买黄金的

人不断增多。春节前后，不少黄

金饰品店销售火爆。数据显示，

中国黄金基础金价春节期间从

244.6元 /克上涨至 264.2元 /

克，接近20元/克的涨幅让黄金

市场迅速热闹起来。 从2月7日

开始， 周大福接连上调四次价

格，最高一次每克上调8元。 如

此密集的上调价格还得追溯到

2011年8月份， 当时饰品金价

格几乎一天一变。

投资品种多样

过去4年国际金价一路走

低 ， 自 前 一 个 历 史 高 峰 的

1921.15美元/盎司价位至今已

蒸发近40%。 2013年至2014年

期间， 中国大妈发动了多次规

模较大的“抢金潮” ，国际金价

刚好落在 1200美元 /盎司至

1450美元/盎司之间，按照日前

的收盘价计算， 理论上有部分

投资者已经接近解套。 业内人

士表示，对于黄金消费大国，不

少国人认为黄金是保值品种，

因此，只要金价一有风吹草动，

都会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 但

理财经理提醒，相对而言，主要

用于观赏的黄金饰品并不适宜

做投资。 投资者切勿一窝蜂涌

入市场，需要理性分析市场，同

时做好分散配置。

在黄金投资品种方面，首

先是实物黄金。 实物黄金具有

良好的保值能力， 能够抵御通

货膨胀。资料显示，自1971年黄

金和美元分道扬镳后， 黄金价

格由每盎司约42美元上涨到如

今1200美元左右， 期间黄金升

值29倍而美元购买力贬值了6

倍。 实物黄金包括金条、金币和

金饰等。 为保值购买的黄金，投

资选择较多的是实物金条。 相

比其他实物金，金条易于储藏，

无大量加工成本，最实用。 除金

条外， 各国还推出各种投资金

币。 目前，国内能买到实物黄金

的主要地方有银行、金店、商场

等。 银行以发行金条、金币、生

肖纪念品为主， 商场金店以首

饰为主。 需要注意的是，实物黄

金的流动性较差、回购不方便，

不适合短期投资。

其次是纸黄金。 对于希望

从金价波动中赚取差价，又不

愿开户保管实物黄金的投资

者来说，纸黄金是中短期投资

的不错选择。 目前国内市场主

要有建行、工行和中行的纸黄

金，客户在银行开立贵金属账

户后，可按照银行提供的买卖

双边报价，在规定的交易时间

内对账户中的贵金属份额进

行买卖。 客户的账户贵金属份

额仅在账户中记录，不提取实

物。 纸黄金的类型除了常见的

黄金储蓄存单 、 黄金交收定

单、黄金汇票 、大面额黄金可

转让存单外 ， 还包括黄金债

券、黄金账户存折 、黄金仓储

单、黄金提货单 ，黄金现货交

易中当天尚未交收的成交单，

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

别提款权等。

此外，就是跟踪黄金走势的

基金产品。 目前在A股市场上有

7只跟踪黄金价格走势的基金，

分别是3只LOF形式的黄金基

金，包括易基黄金、嘉实黄金、添

富贵金；4只黄金ETF。 据了解，

这些基金可以直接通过股票账

户购买，对场内投资者是个不错

的选择。

CF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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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1 3,831,327,745.38 3,000,000,000.00

505888

嘉实元和

1.0651 10,651,235,890.62

500038

通乾基金

1.4770 4.0150 2,954,025,314.81 2,000,000,000.00

184728

基金鸿阳

1.1746 2.7461 2,349,233,824.32 2,000,000,000.00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2206 2,441,168,924.99 2,000,000,000.00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1.4770 3.8350 4,430,806,862.59 3,000,000,000.00

相信政策的力量

外资抄底热情升温

（上接A01版）

调仓正当时

但总部位于香港的某投资机

构，仍对A股保持谨慎。

“主要担心宏观层面的问

题： 外汇占款降速较快， 债务占

GDP的比例过高以及银行不良资

产快速上升。我们目前仓位很低，

以观望为主。持仓时间只有几天。

但美元指数不像预计的那样强，

算是对A股等新兴市场利好的消

息。 ” 香港某财富管理公司的负

责人成宪（化名）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 他主要看好A股的消费

和医药行业。

去年6月以来A股的大幅回调，

让在港股市场“身经百战” 的成宪

心惊肉跳。“A股好恐怖。 ”他在微

信上直呼。 他的投资风格从一贯的

中长期持股变成了“见好就收” 。

他介绍， 恒生H股溢价指数一

直在125点到145点左右震荡。假设

A股大涨， 对于H股的溢价从30点

涨到100点， 港资在50点就逢高减

仓，但到溢价70点、80点后，往往会

失去方向。 因此在宏观层面不够

好、市场波动大的时候，不少机构

保持谨慎。

“不过， 剧烈波动带来调整仓

位的好时机，一些好股票遭到抛售

并非出于基本面因素。 ” 成宪说。

资金动向部分证实了他的观

点，A股的机会逐步显现。在周三小

幅净流出之后，2月18日、19日沪股

通再度转为净流入。

总部位于荷兰的威科金融，

其监管分析师认为， 从中国国家

外汇局2016年第2号文件，即“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外汇管理规定” 来看，监管机构

此次增强了透明度 ， 放宽单家

QFII的投资上限额度， 明确基础

额度计算公式， 进而鼓励境外投

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 随着

RQFII在深圳前海成功试运行，

加之RQFII的扩容， 境内资本市

场进一步开放， 预计2016年A股

市场仍然是国际投资者重点关注

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