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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行行新新发发售售东东方方新新兴兴成成长长混混合合基基金金上上市市
——— 发售时间截止到8月29日

随着股市回暖，偏股型基
金收益率整体走高，新发基金
亦深受追捧。即日起至29日在
中国农业银行发售的东方新兴
成长混合基金，主要投资于新
兴成长股票，旨在严格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
资产配置，力争获得超越业绩
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据了解，东方新兴成长拟
任基金经理呼振翼系东方基金
旗下资深基金经理，拥有18年
证券从业经历，且投资回报出
色。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13

日，呼振翼自2011年12月28日
管理东方增长中小盘以来任职
回报达 5 1 . 9 2 %，年化回报为
17 . 23%；自2013年1月4日管理东
方精选以来任职回报为8 . 25%，
年化回报为5 . 05%。

“从当前市场环境来看，经
济企稳回升，股市孕育新一轮
投资机会。”呼振翼分析表示，
从宏观来看，政策维稳意图明
显，流动性相对宽松，而随着经
济数据反弹，未来企业盈利改
善可期。再者，经历了近几年漫
长而痛苦的去库存后，很多上
游行业目前已出现供需缺口，
经济存在一轮补库存的动力，
这也为整个经济的短期复苏奠
定了基础。另外，地产政策预期
的改善，小企业融资成本的下
降都会给经济注入新的动力。
整体而言，经济一旦企稳，转型
仍然是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兴成长行业面临新一轮发展
机遇，市场机会将逐步显现。

“事实上，从2012年底以
来，行情精彩纷呈，如2012年底

至2013年2月份的金融、地产板
块，2013年2月份以来的TMT、
医药、环保等，股市并不缺乏人
气，而新兴成长在2013年至今
持续表现亮眼。”呼振翼认为，
尽管市场经历了两轮赚钱行
情，但当前市场却处于历史低
位，整体而言机会大于风险。预
计未来以结构性行情为主，成
长、周期、消费轮番表现，但成
长是永恒的主题，盈利
加速改善的行业和公
司仍然是市场追捧

的热

点。因此，我们需要从在各个发
展前景光明的子行业中寻找那
些处于稳定而高速增长之中的
行业或者产业龙头，或是未来
能成为龙头的隐形冠军。

平平安安人人寿寿获获批批代代销销基基金金资资格格
为客户提供更多金融服务

日前，平安人寿正式接到
《关于核准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资格的批复》，成为业内第三
家获得该业务资格的保险公
司。该业务资格的获得，意味着
未来客户将有可能通过平安寿
险的代理人购买到所需要的基
金产品，享受到更全面的综合
金融服务。同时，此举也将为平
安人寿带来新的营收增长点，
并加速推动传统寿险代理人向
综合金融个人客户经理的转
型。

客户可享受更全面的综合

金融服务

去年6月，保监会和证监会

联合发出《保险机构销售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将保
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
代理公司明确为新的基金销售
主体。

在基金销售资格申请中，
平安人寿充分借助平安集团
综合金融的优势，确定平安
银 行 作 为 基 金 业 务 监 管 银
行，平安银行第三方基金销
售系统 (金橙管家 )作为基金
销售系统。平安人寿于今年6

月初向监管机关提交资格申
请，并于 7月通过现场检查，
顺利获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批复。

该业务资格获批后，客户
将能够通过平安人寿的平台办
理相关基金业务，充分享受到
更全面的综合金融服务带来的
简单便利。

促进代理人向综合金融客

户经理转型

代销基金业务的开展受到
业务队伍的欢迎，这意味着代
理人能通过代销基金业务获得
更丰富的佣金。传统的寿险代
理人不仅将为客户提供更多元
化的产品，丰富客户金融消费
体验，同时也为自身带来收入，
这也符合单一代理人向综合金
融理财型人才转型的大趋势，
而且大幅提升保险公司增员吸
引力。

据平安人寿相关负责人介
绍，获得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
务资格后，下一步将持续加强
公司在代销基金业务管理经
验、推动及风控方面的能力，同
时积极推动相关人员在代销基
金业务上的资质认证和专业技

能提升，一如既往的为广大客
户提供“简单便捷、友善安心”
的服务。

推动基金市场的发展

平安人寿加入到基金销售
机构的行列，对基金行业的发
展也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据介绍，平安人寿拥有完善的
治理架构和国际化、专业化的
管理团队，不断推动管理变革
和科技创新，在销售、精算、产
品、品牌、培训、后援及IT等诸
多领域长期维持优势地位，为
公司和客户创造了持续增长的
价值。从规模保费来衡量，平安
人寿是目前国内第二大寿险公
司，在全国共设有35家分公司，
拥有2700多个营业网点，60万余
名寿险代理人，业务范围渗透
至全国大部分市县甚至城镇。

据媒体报道，每晚8时，北京东
直门来福士广场的广场舞队伍中，
有个年轻的小伙子格外显眼。他的
整场表演非常娴熟，每个角色都能

“无缝切入”，他便是某银行的理财
经理小季。如今舞蹈队里1/4的队
员都是他的客户，存款已经达到上
千万元！网友对这怎么看呢？

@等你回望：千万不要鄙视广
场舞大妈，她们拿的退休金可能比
你的工资都高！

@尾巴翘翘：大妈们都比较感
性，帅小伙一忽悠就上钩了。

@壹本正井：天下没有白吃的
午餐……虽说目的性比较明确、露
骨，但手段还是蛮辛苦的。

@小樱的秘密：得大妈者得天
下呀！走，都去跳广场舞去！

@雪球：目标精准、手法有效，
服了！

“钱先生”1元团购

理财引质疑

打破银行理财产品5万元起购
的门槛，最低1元以团购形式销售
多家银行理财产品的“钱先生”团
购理财网引起业界关注。这家声称
100%保证资金安全的网站却未能
得到银行认可，各家银行纷纷发布
声明撇清与“钱先生”之间的关系。
那么网友怎么看？

@快乐王小喵：他们这个平台
相当于团购，是代购银行理财产品
销售的新模式，但是操作是否规
范、风险如何还需关注，起投金额
虽小，但不能因小失大呀！

@lady121：这样的理财方式甚
是荒谬，理财平台存在资金安全问
题，投资者将资金划至该网站虚拟
账户后，根本就无法跟踪、确认资
金去向，这就存在很大的风险。

@tubor：打过电话问为啥你们
能买呢？客服换了好几个，最后支
支吾吾说回头给我回复。我又问你
们跟银行有啥特殊关系吗？回答没
有，纯粹是民间网站。我问万一你
们卷款跑路怎么办？最终也没给我
一个放心的答复。

理财经理陪跳广场舞

揽千万元大客户

网友吐槽

糟起因

邮储银行重启二维码支付

牵动各方神经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邮储
银行将于本月在全国范围正式
推出二维码支付，广州分行目前
已推出话费充值业务。不过邮储
银行随后向媒体证实，二维码支
付目前只在邮储银行内部试用，
尚未面向客户。这也是央行在今
年3月叫停二维码支付后，银行
官方首次承认对于二维码支付
备战情况的信息。据了解，二维
码支付的原理是指将商品页面
或是订单信息生成二维码，然后
通过手机扫描，就能读取商品信
息并生成订单进行支付。

与第三方支付机构此前推
出的二维码支付不同的是，邮储
银行的二维码支付更具安全性。
邮储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邮储
银行的二维码支付和第三方公
司运行的二维码支付有很大区
别，并没有基于交易背景的消
费，对于支付信息的把控也很严
格，均在银行系统内进行封闭管

理。在支付环节，包括二维码的
生成以及扫码的确认、支付，都
必须通过邮储银行的系统，这就
解决了央行暂停二维码支付最
大的安全性问题。

糟回顾

央行暂停二维码支付业务

引发市场争议

去年以来，支付宝等第三方
支付机构的二维码在金融消费
领域迅猛发展，特别是在今年
初，不少打车软件中，只需通过
扫描二维码便能完成支付，给不
少用户带来了便利。

但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安
全性存疑，央行在今年3月14日下
发紧急文件《中国人民银行支付
结算司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
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
的函》，暂停条码(二维码)支付等
面对面支付服务。

目前二维码支付的确存在
一些风险隐患。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表示，“二
维码支付安全性屏障不够，网银
支付一般在支付密码之外要求

客户输入短信验证码作为辅助
验证，而二维码支付只需输入支
付密码就能完成。如果智能手机
感染病毒或木马，支付账号和支
付密码极有可能被泄露，二维码
信息也可能被篡改，导致收款账
户和支付金额被修改。”

糟现状

三大阵营边观望边暗战

都欲抢占先机

虽然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二
维码市场竞争得热火朝天，但银
行也不甘示弱。中信银行在去年
也推出了异度支付产品，其中包
含了二维码支付、NFC支付、全
网跨行收单等子产品。

除了邮储银行以及中信银
行外，多家银行也在悄然布局二
维码支付，包括工行、农行、民生
银行等多家手机银行App里已经
嵌入了二维码功能。不过，由于
二维码支付政策尚未明确，因此
各家银行都不愿意对这些服务
做过多宣传。

银联在上个月也被媒体曝
出已自行布局二维码支付。据

悉，二维码支付系统已经开发完
成，目前正与银行商讨合作推广
事宜。据媒体报道，银联的二维
码支付系统方案包括两部分，一
是线上和橱窗扫码支付，二是线
下扫码支付；后者则依附于银联
原有的线下收单布局体系，以扫
码代替刷卡环节。银联的线下二
维码支付与支付宝、财付通的扫
码流程正好相反，即消费者在移
动终端生成银行卡信息的二维
码，商家进行扫码后完成资金信
息传递并支付。

糟观点

专家：银行率先重启

可能性相对更高

尽管央行还未出台关于二
维码支付的监管条例，到底是银
行、银联还是第三方支付机构抢
跑二维码支付仍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未来，监管层是通过发牌
照还是通过以监管细则的形式
放开二维码支付值得关注。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
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记者表
示，由于二维码支付效率更高，

不能一直暂停二维码支付，未来
肯定会重新启动，启动之后也会
有一些比较细的管理办法，比如
对于一些风险隐患有一个比较
统一的衡量标准，有了这些细则
之后才可能逐渐放开二维码支
付。在这三类机构中，银行最先
获批的可能性相对更高一些，在
大众眼中银行的支付领域安全
性程度更高，这也跟银行的经营
风格有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
院副院长赵锡军则向记者表示，
未来是否放开二维码支付，除了
各个机构的二维码支付技术方
面要过关外，还要看央行的态
度，从谨慎的角度看，央行不会
贸然重启二维码支付。

本报综合

二维码支付业务是又一个敛财神器，谁先抢占这个市场，谁就将夺得
先机。但今年3月14日，央行以“尚存安全隐患”突然叫停了这一业务。近日，
邮储银行重启二维码支付的消息又让各方暂时放松的神经紧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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