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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金聚焦

年末翘尾 首次突破 4.7%

银行理财收益率创年内新高

编辑/张宝

李万斌说：
“年底建议投资者购买一些期限较短的理财产品，
以便于及时获得收益，
并为明年留下充足的流动性。
”

6万亿元保本产品逐步消失
近日，
对理财产品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央行联合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外汇
局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指导意

临近年末，资金面收
紧几乎是常态，以致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创下年
内新高，市场分析认为资
金面偏紧情况将会延续
到春节，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有望在年末出现翘尾
现象。业内人士提醒投
资者最近可对理财产品
保持关注。

见》”
），
其中提出金融机构要打破刚性兑付，
并对资产管理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
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
“打破刚性兑付”
的监管要求。
“以后将没有银行的保本
理财了。
”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左俊义表示，
很多投资者都喜欢投资那些承诺预期
收益的银行理财，
以后这类产品将逐步消失，
大家买的银行理财都将是浮动收益，
类似货
币基金。
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2017 上半年)》显
示，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非保本产品的存续余额为 21.63 万亿元，
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
余额的 76.22%，
较年初下降 3.34 个百分点；
保本产品的存续余额为 6.75 万亿元，
占全
部理财产品存续余额的23.78%。
从当前市场需求与投资者对于理财产品的理解程度来看，
理财产品保本保收益的
属性仍是投资者最为看重的，
“因此，
存款至资管之间的空白区域必然需要新类型产品进
行填补，
结构化存款、
大额存单等具有替代性质的产品或将兴起。
”
普益标准表示。
李万斌表示，
资管新规落地后，
消费者应改变之前认为银行理财必刚兑的观念，
对
于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应关注其资产投向及相应的风险等级，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合适风险等级的产品。

未来净值型产品收益或更高
《指导意见》提出，
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实行净值化管理，
净值生成应当符

11月底收益率破4.7%

合公允价值原则，
及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普益标准表示，
净值化转型的硬性

临近年末，
资金面收紧，
随之而来的是，
理财产品收益率的上涨。

规定无疑是此次《指导意见》中对于银行理财业务冲击最大的条款，
未来 90%以上的银

融 360 监测的数据显示，
11 月 24 日-11 月 30 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共 2766 款，

行理财产品将转型为净值型。

较前周增加了 62 款；
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73%，
较前周上升了 0.06 个百分点，
今

“净值型理财的整体收益要低于封闭式理财。
”
融 360 分析师刘银平表示，
如果可以
的话，
建议优先选择封闭式理财，
“如果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
把实际的投资收益分配给

年首次突破4.7%关口。
“预计年底资金面会偏紧，
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持续上行的可能性较大。
”
融 360

投资者，
收益率有可能会比以前更高，
毕竟目前大多数银行都拿着超额收益率。
”
业内人士表示，
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
反而对投资者的技巧要求不高，
如今监管要

理财分析师李万斌说。
目前看，
在跨年、
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的扰动下，
12 月资金面的确存在收紧压力。从

求合格投资者才能购买相应的产品，
不合格投资者不能购买高风险产品。风险承受能

近期的市场数据看，
不管是银行间的理财产品，
还是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收益均有所提

力高的，
可以购买净值型产品，
这也是海外市场的做法。净值型产品风险是大了，
但风险

升。融 360 方面认为，
年底对于银行理财来说是旺季，
一方面银行将展开激烈的资金争

和收益是匹配的，
这也是合理的。

夺战，
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也比较旺盛。受资金回笼和银行年底考核影响，
预计

有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
习惯稳定预期收益的投资者也要转变思维方式，
需要开始
关注净值变化和收益率波动。

12月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和收益率将出现
“双升”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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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云缴费新增缴费近千项

新华保险再荣获保监会服务 AA 评级

日前，
记者从光大银行获悉，
截至 2017 年 10 月，
光大云缴费平台当年新增

近日，
中国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了 2017 年保险公司服务评价评级结果，
在

缴费项目近 1000 项，
累计缴费项目已达 2000 项；
缴费渠道增至 240 余家，
覆盖

参评的59家人身险公司中，
新华保险荣获AA的最高评级，
这也是新华保险连续

全国 300 余个主要城市，
服务近 8 亿人群；
今年前三季度交易金额近 600 亿，
平

第二年荣获保监会服务评价的最高评级。

均每天交易额2亿元，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国保监会出台《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
连续两年在保险行

今年以来，
光大云缴费平台新增恒丰银行、
浙商银行、
亿联银行、
哈尔滨银

业开展服务评价，
2017 年评价结果已向社会公布。服务评价体系涵盖销售、
承

行、
江南农商行等合作伙伴，
累计签约金融同业伙伴数量多达 39 家，
持续向百姓

保、
保全、
理赔、
咨询、
回访和投诉 7 大环节，
设定电话呼入人工接通率、
理赔获赔

提供愈加方便快捷的缴费便民服务。云缴费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平台的缴费

率、
投诉率等 8 项定量指标，
并在此基础上对重要服务创新和重大负面事件分别

渠道将会越来越广。

进行加减分。

（张宝）

中国平安首只 ETF 产品面世

（王叶）

万象城等你来点亮圣诞

12 月 4 日，
平安大华沪深 300ETF（场内简称：
“ 平安 300”
，
发行代码：
510393，
交易代码：
510390）开始发行，
发行期截至 12 月 15 日。该产品是平安
大华基金旗下首只 ETF 产品，
也是中国平安布局 ETF 投资领域、
打造
“平安

12 月2 日晚，
郑州华润万象城举办圣诞亮灯仪式，
精彩纷呈的活动给到场嘉
宾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悉，
即日起至 12 月 24 日，
万象城会员当日购物满 588 元，
即可参与周周

ETF”
品牌首推的代表产品。通过
“平安 300”
，
平安大华基金将以专业、
精细化

抽大奖：
捷豹 XFL 豪华商务轿车（10 年使用权）、
iPhoneX、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的服务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新的选择。

千元购物卡等，
给你一个任性
“买买买”
的圣诞！凭抽奖券正券还可参与疯狂抢

沪深 300 指数由沪深 A 股中规模大、
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 300 只股票
组成，
集中了A股的核心、
优质资产。而沪深300ETF兼具一级市场申赎和二级

钱机活动一次。
如果有比一场约会开启圣诞季更美好的事情，
那一定是一场又一场的约

市场交易功能，
联接沪市、
深市、
股指期货三大市场，
为投资者提供了便捷、
简洁、

会。万象城贴心为圣诞约会的朋友们准备了约会套票，
79 元即可抢购价值 130

高效的投资工具。

元的餐饮券和一张建业艾米的观影券。

(范斌华）

（齐亚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