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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银行行理理财财存存续续规规模模迈迈向向1100万万亿亿
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已正式上线 全方位监管开启

从2003年我国首款银行理财产
品面世至今，银行理财市场已经走过
了10年的发展历程。来自银监会的数
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银
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已达到9 . 85万
亿。普益财富22日发布研究报告称，
近日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
正式上线，意味着银监会开启对银行
理财市场、业务和产品的全方位监
管，理财产品信息的透明化向前迈进
了一大步。

2004年以来，国内银行理财市场

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新发产品规模
从2004年的0 . 04万亿到2012年的
30 . 36万亿，十年间银行理财市场以
年均近100%的规模增速迅速崛起。
截至2013年二季度末，银行理财市场
的存续规模达到9 .85万亿元，成为我
国财富管理市场上仅次于信托业的
第二大资产管理行业。

普益财富研究员曾韵佼认为，对
国内广大的居民投资者而言，银行理
财市场为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
渠道，使普通投资者在“无风险”的银

行存款与“高风险”的股票投资之间
寻找到了一个风险与收益程度适中
的固定收益理财市场。巨大的市场需
求推动着银行理财市场的迅猛发展，
反过来又为我国银行业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各类理财产品、产品运作
模式创新频出。

然而在银行理财市场创新生长
的背后，近年来理财产品中风险事件
的频频发生，为整个银行理财行业的
发展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2013年6月，银监会下发要求此后

各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都需纳入
“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一
期)”进行备案，这在理财产品信息的
透明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
也意味着银监会开启了对银行理财市
场、业务和产品的全方位监管。

此次上线的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
登记系统(一期)，从产品申报、发行、
存续和终止四个方面，要求商业银行
在产品募集起始日前10个工作日，对
产品的74个数据元信息如实填报。从
产品设计、发售、投资运作、产品详细

信息、存续期和到期信息披露等方面，
对理财业务进行全流程规范和监管。

普益财富表示，全国银行业理财
信息登记系统(一期)的上线，为银行
理财业务的规范发展开启了全新的
一页。监管层能通过此系统搜集到翔
实的实务信息，建立起庞大的基础数
据库，在防范业务风险、推动行业规
范、加大业务透明度等方面，为此后
制定银行理财业务相关法规起到极
大的参考和推动作用。

(邹靓)

泰信优质生活
半年收益超20%
据Wind数据统计，上半年度上

证综指累计下跌12 . 78%。而主动型
股票基金表现较好，336只主动型股
票基金平均净值上涨5 . 61%，大幅跑
赢大盘。其中，泰信优质生活今年
上半年累计净值上涨20 . 79%，位列
336只同类基金前1/3。资料显示，该
基金一直以来都比较看好大消费
类生产、服务行业的长期发展前
景，坚定投资其中优秀的成长型公
司，同时在间接提供优质生活产品
和服务的非消费类行业中选择价
值低估、经营稳健、稳定增长的优
质公司进行跟踪投资。

工银瑞信
试水定期支付
大资管时代下，公募基金加速

了创新步伐。能够为投资者提供稳
定现金流、月月“派薪”的定期支付
型基金破茧而出。其中，工银瑞信
旗下的工银月月薪优势明显。工银
月月薪为开放式二级债基，采用自
愿参与和自愿退出方式，投资者可
选择参加定期支付，也可以选择滚
动投资，参与灵活度高。

工银月月薪突出了绝对收益
产品的特点，以定期存款利率为基
础构成，业绩基准设定为三年定存
(税后)+1 . 5%。而且，设置首年6%的
支付比率，为投资者传达了更高更
直观的基金业绩预期。

央行取消个体户
禁刷信用卡规定
日前，央行发布了《银行卡收单

业务管理办法》，其中取消了征求意
见稿中引发争议的“个体商户禁刷
信用卡”规定。之前，禁止个人账户
受理信用卡主要为了防止大量恶意
套现行为。央行还强调，刷卡手续费
不得向消费者转嫁。

不过，由于信用卡套现的风险
依然存在，很多银行并未降低POS

机受理门槛，仍然要求开立对公账
户。在持卡人的用卡体验上，在个体
商户处刷信用卡还有重重阻碍，如
网购刷信用卡要被收取1%手续费，
实体店小额消费拒刷信用卡等等。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考虑到
目前持有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个体
工商户、网络特约商户对受理信用
卡的诉求日益强烈，且近年来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就信
用卡套现等若干问题出台了司法解
释，强化了对信用卡风险的法律制
度约束，也为信用卡更加广泛的使
用提供了制度保障，所以此次取消
了“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作为收单
银行结算账户的特约商户不得受理
信用卡”的规定，以满足市场的正当
需求。

但是，央行强调，收单机构应对
高风险商户、高风险交易加强风险
管理，如采取交易限额、建立商户风
险保证金等措施，切实防范信用卡
套现等风险。 (都快)

财情播报

新规快递

8年前，2005年的7月21日，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夜之间升值
2 . 1%，从1美元兑8 . 2765元变为1
美元兑8 . 11元人民币。2013年7
月19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早
已 跌 破 8 字 头 、7 字 头 ，达 到
6 . 1751元。8年的时间，人民币对
美元已升值34%。

随着市场的变化，人民币汇
率的波动幅度和升值速度也出现
明显不同。从今年3月底开始，人
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展开一波强劲
的升值行情，直到6月17日中间价
创下6 . 1598的汇改以来新高后
才有所回调。今年以来，人民币对
美元中间价已升值1 . 84%。

针对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近
期走弱的行情，某银行外汇交易
员最近发评论：“一个猜测就是政
府在关心出口，人民币的升值已
经到头了。”这位交易员表示，7月
10日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6月份
出口额同比下降3 . 1%，这也是自
2012年1月以来首次出现出口同
比增速为负的情况，显示出口形

势不甚乐观。在国外市场经济增
长仍不稳定、国内劳动力成本持
续上升的背景下，人民币若持续
走强势必会给下半年的出口带来
进一步负面的影响。

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
看到更多的是人民币升值。那么，
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下，手中持
有的美元该如何打理？就个人存
款来说，在人民币贬值情况下，是
存人民币划算还是美元划算？

理财专家认为，如果没有美
元需求，没有必要去换美元。因为
目前人民币与美元，无论是存款
收益还是理财收益相差都很大。
目前人民币一年期理财收益，平
均有5 . 5%以上收益，而美元一年
期期理财收益最高不到1 . 8%，两
者差距较大，即使未来人民币如
果出现贬值，但其贬值幅度只要
不超过3 . 7%(两者收益之差)，则
根本没必要换成美元。如果人民
币还出现小幅升值的话，那更没
必要换成美元。

(钱晚)

88年年人人民民币币涨涨了了3344%%
存存款款理理财财选选人人民民币币更更划划算算 日前，第四届全国少儿国

学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信泰
人寿将与中国儿基会再次携
手，以央视网为合作媒体，开
展童谣中国文艺晚会、少儿国
学成长巡回论坛、“全国少儿
‘最’国学视频秀”等一系列
国学文化推广活动，寓教于
乐，激发孩子们主动学习和探
求传统文化的志趣。

作为本届少儿国学文化节

主打活动之一，寻找身边的国
学——— 全国少儿“最”国学视
频秀已火热启动。活动将面向
全国少儿征集趣味国学视频，
引导更多的孩子关注国学、学
习国学。详情请登录：央视网
科 教 频 道 ： h t t p : / /
k e j i a o . c n t v . c n 信泰人寿官
网：www.sinatay.com 山东地
区联系人：王老师 0 5 3 1 -
80972110

850亿元，这是基金二季度
持有医药生物股票的市值，也是
基金自2008年二季度以来连续
第20个季度超配医药类股票。

近期披露的基金二季报显
示，在基金持有的重仓股当中，
医药股、新兴产业股代替白酒、
金融等板块，成为投资的热门之
选。据银河数据统计，截至今年
二季度末，基金持有医药生物的
总市值高达850亿元；今年上半
年，中证医药指数也以17 . 13%
的业绩，大幅领先同期上证指数

-12 . 78%的水平。
富国医疗保健行业基金经理

戴益强表示，“在国内市场，医药
支出在GDP占比、财政支出占比
提高，反映到A股市场，医药行业
的占比将逐渐超过10%，未来有
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医药行业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罗鶄研究指
出，美国顶峰时期医药在美国股
市的占比高达27%，日本高达
11%。若以申万一级行业为口径，
目前国内医药生物类股票的市值
占比仅为5 .29%。 (北青)

保障型家财险保费低

据悉，家财险的保障范围
通常包括房屋、房屋附属物、房
屋装修，家具、家用电器和文化
娱乐用品等。目前市场上的家
财险主要分为保障型、两全型
和投资型三种。

保障型家财险是单纯的具
有经济损失补偿性质的险种，
保障期一般为一年，主要保障
因火灾、爆炸、自然灾害、意外
事故等造成的家庭财产损失。
保障型家财险最大的特点是保
费低廉，一般只需几百元，但是

保险期满后，所缴纳的保险费
不退还。两全型家财险，也被称
作储金型家财险，指的是消费
者通过向保险公司交纳保险储
金的形式获得保险保障，保险
公司将被保险人所交保险储金
的利息作为保险费，在保险期
满时仍将原来所交的保险储金
全部退还被保险人。而投资型
家财险是一种具有经济补偿和
到期还本性质的险种，投保此
类险种，无论是否发生保险赔
偿，保障期满均可获得本金和
收益。

超额重复投保花冤枉钱

眼下，保险公司推出的家
财险种类越来越多，且保费也
比较低，一般在百元左右，于
是，不少市民往往会在A公司
投保后，又会在B公司投保，这
样，无意之中的重复投保，就成
为另类的“超额投保”。

“投保家财险并非多多益
善”专家表示，“按照保险的赔
付原则，如果财产的实际损失
超过保险金额，最多只能按保
险金额进行赔偿。”也就是说，
在确定保险金额时，不能超出
财产的实际价值，否则投保人
多交的保险费没有任何意义。

如李先生半年前在A公司
投保了5万元保额的家财险，后
来，他又在B公司投保了5万元
家财险。一个月前，李先生家因
窗户未关家遭大雨，装修被严
重破坏，保险公司在勘查现场
后认定事故损失2万元。李先生
原以为可分别从两家公司获得
2万元赔偿，但却被告知，两家

公司将按比例分别赔偿陈先生
1万元。

专家特别提示，一些保险
公司对于室内盗抢所造成的财
产损失是作为附加险的形式存
在，需要在投保时外加购买，并
且在赔付时对保额还有额度的
分配。比如某家公司推出的家
财险中的附加险"附加盗抢综
合险"中规定，便携式家电部分
保额为附加盗抢综合险保额的
20%，现金、金银珠宝、首饰、手
表部分保额为10%；而另一家
保险公司的家财险中则规定便
携式家电、现金及贵重物品等
占到保额的50%，并不是全额
赔付。

(财金记者 季静静)

投投保保家家财财险险并并非非多多多多益益善善
夏季水灾频繁，保险专家提醒：家财险不可少，但如何买有讲究

理财

每年7、8月份，我省进入主汛期，
每年都有市民因为下雨家中进水而蒙
受损失，尤其是一些家用电器和家具
更怕“水灾”。我省保险业相关专家表
示，若要转移财产风险，购买合适的家
财险是一种有效手段。

信泰人寿
征征集集少少儿儿趣趣味味国国学学视视频频

基基金金连连续续2200个个季季度度超超配配医医药药类类股股票票

〉〉

来自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数
据显示，由于大盘下跌，今年上半
年参与融资融券交易的客户中，
近三分之二账面出现浮亏，另外
三分之一账面浮盈。上半年，全市
场仅有226位客户被强制平仓，合
计平仓金额不足9000万元，仅占
同期偿还额的万分之一。

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有约30
万位投资者进行了融资融券交
易，占融资融券开户客户总人数

的32%。参与融资融券交易的客
户中，66%的账面出现浮亏，34%
的账面出现浮盈，平均计算有一
定的浮亏。

虽然融资融券客户受市场走
势影响出现一定浮亏，但小于指
数的下跌幅度。据初步统计，上半
年融资融券客户人均浮亏率为
3 . 5%，整体浮亏率好于市场指
数。

客户账面盈亏与大盘指数走

势紧密相关，5月，上证指数上涨
了5 . 6%，账面浮盈的客户人数占
到全体客户的88%。而在6月，由
于上证指数下跌了14 . 0%，账面
浮亏的客户人数占到全体客户的
93%。

6月份市场出现“钱荒”，对市
场信心造成了一定影响，带来了
有关融资融券客户亏损与爆仓等
方面的疑虑。据了解，虽然今年上
半年融资融券客户出现了被强制

平仓的现象，但被强制平仓的数
量、规模有限。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场
仅有226位客户被强制平仓，合
计平仓金额不足9000万元，仅占
同期偿还额的万分之一。即便在
大盘指数下跌的3月和6月，也仅
各有35位和107位客户被强制平
仓，金额分别为1300万元和5500
万元。

（郑晓波）

上上半半年年3300万万投投资资者者参参与与两两融融交交易易 6666%%浮浮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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