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储创富大赛为省内

小微融资带来“福音”
12月5日，创富先锋2013年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创富大赛山东赛区总决赛在济
南举行，经过三轮筛选，济南旺达进出口
有限公司参赛代表范庆雷在比赛中成功
逆袭，夺得本次大赛的一等奖，并揽获5

万元现金奖励。
本次决赛分三轮进行，依次为6晋3、

3晋2及夺冠PK。参赛的六名选手分别
为：东营市利津县慧通纤维材料有限公
司选手田振亭；滨州市阳信亿利源清真
肉类有限公司选手张水英；临沂市沂水
双月鞋业有限公司的选手王秀华；滨州
市无棣县恒元禽业有限公司选手尹玉
哲；济南旺达进出口有限公司选手范庆
雷以及济南诺能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吴
秀玉。据活动方介绍，如果符合条件，参
赛人员有可能获得邮储银行最高2000万
的优先授信。

据了解，本次大赛作为邮储银行与
小微企业对接的平台，已经举办了三届，
为山东省无数的小微企业提供了创业融
资的好机会，一位参赛的选手表示：“这
样的比赛越多越好，希望邮储银行能一
直办下去。”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讯员 白
近伟)

银行理财规模

已近10万亿元
中国银行业协会理财业务专业委员

会6日发布首份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显
示，截至2013年9月末，我国理财资金余
额达到99182亿元，银行理财已成为国内
财富管理中一支最主要的力量。

这份《中国银行业理财业务发展报
告》是在“2013年两岸四地银行业财富管
理论坛”上发布的。报告指出，银行理财
已成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投资品种，
对推动国内收入再分配、维护社会稳定
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银行理财平均
收益率保持在4 . 0%-4 . 5%。

银行理财业务是商业银行为客户提
供的财务分析、财务规划、投资顾问、资
产管理等专业化服务活动。近年来，伴随
着经济持续发展，居民财富稳步增长，以
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金融脱媒日渐
深化，理财业务已成为银行业发展的新
亮点和实现业务转型的重要途径。

(新华社)

专家称利率市场化洗牌

1/3商业银行或将消失
在日前举行的某金融论坛上，多名

业内专家表示，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业
难免将进行一轮洗牌，中小型商业银行
的经营或出现困难，有三分之一左右或
将被淘汰出局。

“利率市场化时间无论长短，带来
的效果都是从管制前的低利率走向放松
管制之后的高利率。”北京师范大学金
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也在论坛中表示，
利率市场化对于存款性金融机构来说，
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业银行的数
目大概会减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钟伟认为，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大型
银行会变得更大，同时会更加虚弱，
而一些基层的社区银行或邮储银行等
会变得更好，而中型银行夹在中间是最
受苦的。对于存款保险，他表示，“无
论有没有存款保险，这个国家的金融体
系都会因为利率市场化而变得脆弱和不
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
成表示，利率市场化后，部分中小金融
机构可能会出现经营困难。存款利率放
开后，中小金融机构可能不得不以高于
平均存款利率和低于平均贷款利率来吸
引客户，势必导致成本提高收益减少。

盛松成强调，个别中小金融机构甚
至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经营危机，我
国需加快实行存款保险制度。

实实在在民民营营企企业业家家 到到银银行行也也吃吃得得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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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业业板板暴暴跌跌 基基金金年年终终排排名名战战扑扑朔朔迷迷离离

□周爱宝

银行在放贷款过程中，有
句行话叫看“三品”“三表”。

“三品”是产品、押品、人品；
“三表”是水表、电表、报表。这
一次爱宝明白了为什么银行
喜欢人品好的民营企业家了。

最近，爱宝做了一次邮储
银行创富大赛的评委，其中一
位45岁的选手王秀华引起了
评委们的共鸣，这个社会上实
在人也吃得开。王秀华和她的
丈夫凭借实在、韧劲和技术过
硬把一个鞋业手工作坊办成
了一个销售收入近六千万元
的现代企业。让人吃惊的是，
王秀华因为家贫没有上过一
天学，为了养家糊口从小打

工，到现在领导着一家500人
的企业，却始终保持着人性中
纯朴和善良的本色。对待员工
像兄弟姐妹般，他们的产品却
畅销日本韩国和欧美等地。

18位选手中她是最后一
位出场的，一上场也没有展示
PPT课件，一口沂水方言，方
言的好处是可以恰如其分地
表达她的真实情感。她的真诚
和创业历程感动了我们。她说
昨天为了谈生意晚上两点才
赶到济南。她说她很幸运，找
了个好对象，一开始设备都是
她老公自己设计的，到现在老
公主内，她主外。她很幸运她
的员工把企业当成自己家的，
处得跟一家人一样。她说因为
实在，客户们都愿意跟她合
作。她的员工也认可他们两口
子，其中一位来自很有名气的
外企翻译，认识她以后就毅然
辞掉以前的工作，帮他打理出
口生意。她说她的事业走到今
天，感谢所有帮助过她的人和
部门。

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她，凭
借实在和真诚，在市场经济中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人
生价值。有人说社会是个大染
缸，但社会大学“毕业”的王秀
华学到了本领，却没有丢掉真
诚，真诚和实在反而成了事业
成功的基石。写到这儿，爱宝
感慨，一个人学历很重要，专
业水平也很重要，但是没有人
品做保证，这些都是外在的东
西，反而有可能成了累赘，缺
乏一颗感恩的心，圆滑世故，
这个人就不会走远。

“礼失而求诸野”，一位农
村妇女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做到了一家企业的董事长，真
诚和实在是她事业的敲门砖。
她的故事其实就是说明了市
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注重信
用，就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
了信息对称，合作伙伴就会放
心大胆与其合作，实现多赢和
共赢。今年以来，爱宝多次跟
随银行到中小企业采访，多家
银行谈到，在发放信贷方面，
企业的产品和抵押品很重要，
但他们很看重人品。而爱宝也
发现，这些民营企业家人品和
智慧确实是一流的，没有智慧

和胆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站不住脚跟，没有人品做保证
他不会赢得朋友和政府的信
赖。

王秀华说，她的企业下一
步的年利税目标是2000万元，
从这一个角度说民营企业家
是值得政府信赖的，鼓励和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最终受益的
是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
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样的
表述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充分肯定,

必将进一步激发非公有制经
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可以肯定
地说，民营经济由此迎来加快
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A股市场今年以来屡屡谈
IPO“色变”，继11月30日证监会
明确明年1月重启IPO之后，投
资者恐慌性抛盘持续涌出，导
致12月2日创业板跌幅超过8%。

在当天创业板的大跌行
情中，普通股票型基金跌幅最
深的为中邮战略新兴产业，单
日跌幅达到8 . 4%。由于该基金
目前位列今年以来股票型基
金涨幅榜首，其暴跌无疑让基
金年终排名战变得更为激烈。

有意思的是，与不少基金
经理依旧看好成长股对比鲜
明的是，基金研究机构对成长
风格基金几乎都持谨慎态度，
他们一致推荐投资者购买蓝

筹风格基金。
12月2日，受IPO重启消息

影响，沪深两市大幅震荡，创
业板指数暴跌8 . 26%，创历史
最大跌幅。总共355只股票的
创业板中，222只个股跌停，这
给集中持有创业板个股的基
金带来重创。

由于在12月2日遭到沉重
打击，致使今年以来在普通股
票型基金排名第一的中邮战
略新兴产业，净值增长率从11

月末的93 . 68%急跌至12月2日
的77 . 4%，这也使得该基金与
第二名景顺长城内需增长
(71 . 1%)之间的差距大为缩短，
目前排在第三名的长盛电子

信息的净值增长率为70 . 3%，
居第四位的景顺长城内需增
长贰号为69 . 9%。它们之间的
差距几乎都在毫厘之间，如果
创业板股票在12月份继续出
现大跌，将令年末的基金排位
赛更显激烈。

数米基金研究中心透露，
他们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发现，
今年业绩排行靠前的十只基
金中，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景
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以及长
盛电子信息产业并未出现在
12月2日的跌幅榜前列，下跌
均没有超过4%。

“由此可以初步判定，三季
末此类基金已经调整仓位完

毕，而中邮战略新兴产业、华宝
兴业新兴产业和银河行业优选
应是依旧坚持此前的投资风
格，重仓创业板，所以在12月2

日的下跌行情中跌幅较大，受
伤较深。”耐人寻味的是，尽管
12月2日当天数百股跌停，特别
是新兴成长股受到较大冲击，
但从中长期趋势出发，优质成
长股仍被基金等机构所青睐。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
师杨德龙认为，尽管IPO重启
可能带来成长股的系统性下
跌，但其中符合转型方向且业
绩能保持高增长的领域，如果
跌幅较大还可以逢低增加配
置。(付刚)

万家基金微专栏

“现金理财”篇矮盎

临近年末，货币基金收
益往往会惯性冲高。为什么
在这个时点货币基金的短期
年化收益率会突然飙升至
6%、7%甚至更高？大家平时
讲的货币基金释放收益又是
怎么回事？

“释放收益”现象的产生
可能有四方面原因。第一，年
末资金面紧张带来市场整体
利率升高，那么货币基金的
收益率也水涨船高。第二，基
金经理卖掉债券兑现，这会
使得投资收益集中体现。第
三，货币基金所持有的回购、

大额存单、票据等到期兑现，
形成收益的集中体现。第四，
如果遇上大额赎回，平摊到
每份上的单位收益会也随之
升高。

“释放收益”是不可持续
的。对于投资者，如果只顾着
短期收益，看到这个高就换
这个，过几天看那个高就去
换那个，浪费时间精力不说，
理想中的高收益也无法实
现——— 因为释放收益随机性
强、缺乏固定规律，你不可能
知道它哪天释放。

作为现金类的理财工

具，货币基金本身就是为了
让投资者省时省心而存在
的，与其抛硬币般的碰运气，
还不如挑选一个好的货币基
金稳定持有。

真正好的货币基金有四
方面的特征：规模大，货币基
金每天申赎频繁，规模越大，
越不容易受冲击，收益越平
稳。长期业绩好，基金长期业
绩的稳定性和你的投资收益
有直接关系。团队和公司实
力牛，除了基金经理经验丰
富，货币基金靠的还是基金
公司团队整体的运作。长期

业绩波动小，否则你钱进去
那几天碰上它收益低，而你
取钱出来那几天刚好它又收
益高。

万家货币基金经理 唐
俊杰

下期标题：《明年高景气
度行业投资机遇细分》

货货币币基基金金““释释放放收收益益””的的背背后后

受连日雾霾天气影响，近日
各大医院就诊的患者骤增。不少
市民表示，如果家里有病号，不
但让人操心，经济上还要遭受损
失。如果引起的病症较为严重，
天价治疗费往往叫人“肉疼”。专
家建议，在医保之外，投保商业
医疗险可以降低经济损失。

三种商业医疗保险

据了解，目前，虽然市场上
的商业医保产品有很多，但是按
照它的赔付方式可分为以下三
种：费用报销型、定病种定额赔
偿型、住院津贴型。

费用报销型，即按照被保险
人医疗费支出在最高保险限额
内实报实销；定病种定额赔偿
型，被保险人确诊患有属于合同

约定的疾病时，保险公司对投保
人进行赔付；住院津贴型，这是
针对投保人的住院治疗进行的
一定补贴。

住院津贴型投保案例：姜女
士为自己丈夫在三家保险公司
各投保1份某保险公司的住院医
疗保险(津贴型，200元/天，疾病
住院，免赔3天)。今年8月，王先
生因病住院60天。出院后，王先
生不仅从社会保险机构获得医
疗费用的部分赔付，而且三家保
险公司赔付姜女士36000元的住
院医疗津贴。

投保医疗险注意事项

专家提示，投保后为避免将
来出现被保险公司拒赔、病后难
续保、观望期内出险等各种状

况，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看清除外责任，即哪些是保

险公司不赔的。如有的医疗险规
定：怀孕、流产等以及由以上原
因引起的并发症、腰间椎盘突出
症、视力矫正手术等不在理赔范
围内。再如有些医疗产品的保障
仅限于社会医保规定的范围。

投保时应如实告知保险公
司身体健康状况及以往病史，以
便保险公司判断是否接受承保
或是以什么样的条件进行承保。
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故意隐瞒了
疾病事实，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

务，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
司查实后可能拒赔。聊城张先生
因饮酒习惯造成肝脏损伤。在投
保时未告知相关信息，一年后转
变为肝硬化，被保险公司拒赔。

选择有保证续保的医疗险。
在保证续保期内，保险公司不得
因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
化或上一年度发生理赔情况而
拒绝续保，或因此而调整保险责
任和责任免除范围，从而可以避
免出现“健康时有保障、生病时
失保障”的尴尬。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讯员 尹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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