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项目要查验资料

目前市场上，除了银行理
财之外，主要有：信托、私募(有
限合伙)、P2P理财模式(线下)、
网贷平台(线上)等等，以上的几
种形式，除了信托有明确的国家
金融法律规范之外，其他的几种
均以国家的《合同法》等相关法
律作为依据。以P2P为例，其依据
源于我国《合同法》第80条的规
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
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
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这个奠定
了债权转让合法性的基础，对于
这种债权转让的行为，我国已经
立法保护了很多年，而事实上很
多人也采取了这种方式进行债
权的转让。

投资公司为了招揽更多的
资金，往往会夸大项目的优势。
以一些BT项目为例，通常会告
知投资者项目为地方政府提供
独立债权转让确认、市或者区国
资公司以经营收入提供担保、区
政府拨款担保、土地出让收入为
还款来源等相关措施，这无疑为
投资者增强了投资信心。

然而我们也会发现，近些
年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高涨，地
方财政入不敷出，以贵阳、鄂尔
多斯为例，从去年开始，已经陆
陆续续爆发了以这些地方的企

业或者项目为主要投资标的的
投资亏损事件，因此“地方债”
类的投资产品要慎重投资。另
外，随着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
因素增多，三四线城市的地产
类项目也要慎重投资。

公司有无诚信看细节

企业为了取得投资者的信
任，企业在宣传时采取一些宣传
策划和包装是正常的，但如果利
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去误导
投资者就存在欺诈的嫌疑了，这
样的企业是坚决不能投资的。

记者近日接到读者李先生
的电话。李先生表示：济南经七
路纬四路附近一家投资担保公
司推出了一个新的借贷平台，
年化收益可以达到15 . 6%。从记
者拿到的一份该公司的宣传单
页上来看，这家公司的宣传存
在诸多不合规的地方。比如该
公司宣称的投资优势第四条：
本公司与您签订的事项符合国
家银监局2013年8号文规定的
三方的《借款担保合同》，公开
了借款人的借款信息，明示了
出借人的资金去向。然而记者
查阅了相关资料：中国银监会
于2013年3月25日出台了《关于
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即银监会
2013年“8号文”)。该《通知》试

图规范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资
产”的理财业务。所谓非标准化
债权资产是指未在银行间市场
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
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贷资
产、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
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各类受
(收)益权、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
融资等。这一规定主要用来规范
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无任何关
联。该公司利用这一条款宣传纯
属无中生有，误导投资者。

另外，本报报道的北京盛
世天顺投资公司在网站上也曾
经标明该公司获得了英国皇家
集团国际财务管理公司的支
持，该公司负责人虽然来报社
说明了情况，且特别强调了是
前期有相关的资金来往，但是
近日记者登陆该公司网站时，
相关英国皇家集团的信息已经
被撤下。

由于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到
每一个项目的本质和实际的资
金来去情况，因此考察一个项
目是否值得投资就只能完全靠
我们投资者自己对于一些细节
的观察能力。公司的整体实力、
规范、业务操作的合理性、国家
政策的动向等等细节都会对投
资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此次
本报的关注“网贷理财”专栏开
启了投资阳光化的征程，欢迎
一些正规的投资企业提供考察

机会，也希望更多规范的企业
能够出现在我们投资者面前。

（财金记者 胡景波）

许许多多高高收收益益产产品品热热衷衷卖卖““概概念念””

本报连续推出的《P2P或成理财噱头 行业风险凸显》
《P2P一旦出问题 风控能力堪忧》的相关报道，受到了业内
的广泛关注。投资者纷纷打来电话提供相关线索，显示了这
个行业广泛的社会关注度。目前市场上许多投资咨询公司
打着金融服务的概念，推出了一些所谓的高收益理财产品
或者模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导和夸大事实的情况，给投
资者带来很大的投资风险。

春天是万物之始，是创业者
实现梦想的开端，而选择好项目
则是实现创业梦想最重要的一
步。在众多项目中，干洗业是属
于一次性投资，获利稳定性高，
可持续发展的项目，而且经营风
险小，管理成本低，收入平稳。从
需求发展角度来看，专业级洗衣
店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更强的竞
争优势，更长久的经营期限。

一心寻找投资项目的吴先
生，偶然去朋友的干洗店，看到

一上午的时间，取送衣物的顾客
络绎不绝，跟朋友详细打听才知
道，洗衣业平均利润空间高达
80%。朋友还详细为他讲解了洗
衣行业的运营特点：单笔交易金
额低，且顾客愿意预先付款，不
存在呆账、滞账的情况；产业变
化性小，风险低，因为消费者每
天都要穿衣服，不管市场经济怎
样变动，洗衣店的生意都可以永
远持续下去，一年比一年生意
好，使投资风险大大降低；洗衣

业不像其他行业，必须先备货
库，储放在仓库，再销出去，卖不
掉就要丢掉，因此，洗衣业不会
积压资金，更没有存货损失。这
和吴先生以前所从事过的行业
有很大的区别，他决定把投资方
向锁定在干洗业。

考察了很多干洗品牌，吴先
生最终选择了加盟国际知名洗
衣连锁、山东干洗业第一品
牌——— 朵拉国际洗业公司。自开
业以来，吴先生用心经营，短时

间便收回投资，利润稳步上升。
在朵拉洗业公司的协助下，成为
多家银行的定点洗衣单位，现在
每天衣物输送线上都是满满的。

吴先生非常庆幸自己当初
选择朵拉国际洗业公司。他现
在积极的向朋友们推荐朵拉，
希望身边的朋友们在这开春之
际也能加入赚钱的行列……

加盟热线：0531-86117788、
4000-786-887

网址：www.dro lohq .com

春春天天，，如如何何选选择择投投资资赚赚钱钱的的项项目目

近 日 ，太 平 人 寿 披 露 其
2013年度理赔数据，该年度总
计理赔及满期给付保险金达到
41 . 2亿元人民币。在理赔金额
最高的前十大理赔案件中，单
笔理赔金额均超过100万元，最
高的一件达到280 . 9万元。从十
大赔案中呈现出两个明显特
点：保险客户对保障功能的日
益重视，同时在对投保渠道的
选择上则渐趋多元化。

据分析，十大理赔案件中，

六件理赔涉及的保险产品为保
障型产品，由此不难看出，保障
型产品依然是保险用户在大额
投保时的主要选择。回归保障
本质，充分发挥寿险的人身保
障功效，一直为行业所提倡，对
保障型产品的持续开发和丰
富，在太平人寿的产品体系建
设中，也是基础和重点项目。此
外，十大理赔案件中，四件来源
于银行保险，三件来源于个人
业务，另三件则来源于近年来

上升迅猛的新兴销售渠道———
电销。可见，客户对于投保方式
的选择，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
模式，甚至在大额投保中，不依
赖于“面对面销售”，而采用“远
程下单”的方式，也逐渐受到客
户的认可。

太平人寿正以数字说明，
保险理赔，其实很简单。据太平
人寿统计，2013年，对于所有手
续完整、材料齐备的无问题理
赔件，平均结案时效仅为0 . 83
天，而在“先赔后核”理赔服务
系统中，从申请到理赔款到账，
最快不到3分钟即可完成。

解决“销售误导”、化解“理
赔难”问题，是保险行业在2013
年提出的重点工作方向，由中

国太平、中国人保、中国人寿、
中国信保等四家保险央企，联
合发布的《为民诚信优质服务，
倡导践行优良行风》倡议书，也
表现出保险企业对于全面提升
保险服务质量的坚定决心。据
了解，作为中国太平集团在境
内的专业寿险公司，太平人寿
始终在为化解行业“顽疾”作出
积极努力，坚持以诚信服务为
基础，提升理赔时效、简化理赔
流程、创新理赔模式，该公司在
2013年度推出的“先赔后核”、
“保贷通”等创新服务项目，均
是其在这方面率先垂范的突出
表现。

(财金记者 季静静 通讯
员 张妍)

2013年太平人寿理赔及满期给付高达41 . 2亿元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先先赔赔后后核核””仅仅需需33分分钟钟
“销售误导”和“理赔难”是保险行业一直着力解

决的顽疾，日前，从太平人寿公布的2013年理赔数据中显
示，该公司无问题理赔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不到一天，
“先赔后核”案件赔付最快不到3分钟。

就像天弘基金借助余额宝实现弯道
超车，用不到一年时间让其规模超越华夏
基金，成为新的行业“一哥”一样，货基正
在向垄断了15年基金业“老大”地位的股
票型基金，发起最疯狂的冲击。

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今
年1月份货基规模大增2054亿元，增幅高
达27%，总规模达到9532亿元，逼近万亿元
大关，成为仅次于股票型基金的第二大基
金品种。目前股票型基金的总规模为
10829亿元，仅以微弱优势领先货基。

货基规模增长迅速还得益于今年年
初以来有利的市场环境。去年下半年以
来，持续高企的资金利率抬高了货基收益
率。但春节过后，流动性出现了相对宽松
的状况，从反映银行资金价格走势的上海
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看，节后以
来，一个月以下期限的Shibor价格快速回
落，2月26日，7天Shibor利率为3 . 07%，14天
Shibor利率为3 . 82%。

货基主要投资银行间拆借、协议存款
和短期融资券等品种，其收益率基本取决
于资金的利率水平。货币市场利率出现回
落，意味着货基高收益的日子在消逝。

一位基金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监告诉
笔者，春节前银行到处找钱，一个月期
限协议存款利率最多可以谈到9%。但近
期存款利率下降，一个月期也就在3%左
右的利率。

曾令华认为，1月以来央行调控已经
明确透露出维护货币市场稳定运行的态
度，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资金利率或将
以4%为中枢震荡。货基收益情况基本和
资金利率走势吻合，预计全年会维持在4%

左右。 (付刚)

货基收益率或将退守4%

高收益日子消逝

曾经，喜欢过国际收支，
一颗申报之星，它绽放着耀眼的光芒，让
我日夜追逐，
一条嫣红飘带，它映衬着内心的开怀，让
我以此为荣；
曾经，惧怕过国际收支，
一张差错通知书，一颗沉重的心，
一张流泪的脸，一份沉甸甸的自责。
曾经走到领导桌旁，
一张检讨书，一份请辞，
决心从此不再触碰国际收支。
当经历了更多更广泛的业务操作，
有一天起，会常常怀念国际收支陪伴我的
每一天，
统计、经济、金融、会计、数学、法律、哲学，
国际收支，那是学科全覆盖的履历，是博
学多才的象征！
一个小小的编码，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一栏简短的附言，大家争辩三五回合，
原来，国际收支它从来不是表面那么简单，
它像一本读不倦的书，迸发出新鲜的思想，
它像一条走不完的路，收获到奇异的景色，
爱上国际收支，爱上严谨、认真、求实的作风，
爱上国际收支，爱上及时、精准、缜密的精神。
每天的填报、审核、上报，
它不再那么空洞，
那张复杂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上面凝聚着我们每日的心血，凝聚着每一
位申报员的汗水，
我们秉着求实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处理
每一笔汇款信息，
火眼金睛的审查着每一笔相关流水！
这是一份无比神圣的工作，是一份无比快
乐的任务，
是的，我申报，我骄傲！
我为我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行 王洋)

我申报，我骄傲！

财金资讯

网络借贷如何监管，一直为人们持续关注。

关注“网络借贷”③

本报特别推出———

P2P网贷行业

调查问卷
阳光私募、信贷理财、有限

合伙……越来越多的投资渠道
和方式正不断地走进我们的生
活，他们在帮助我们资产增值
的同时，也创造了极大的社会
价值。然而，自从这些新的金融
形式发挥出巨大的财富聚集效
应之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
情况难免出现。这不仅会对普
通投资者的投资产生巨大危
险，也会为整个投资市场造成
不好影响。为此，本报特别推出
了关注新金融之网络信贷专题
调查问卷，欢迎读者参与我们
的调查活动，并提供相关线索。
相 关 信 息 请 登 陆 ：h t t p ：/ /
www.qlwb.com.cn/2014/0220/
89267 .shtm
l或者手机
扫描右面
的 二 维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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