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新三三板板成成为为投投资资市市场场的的新新热热点点
云媒智能化商业系统建设成为投资重要方向

近日，由《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4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
暨最佳财富管理机构颁奖盛
典”在深圳举行并揭晓评选结
果。兴业银行凭借在财富管理
方 面 的 卓 越 表 现 ，一 举 斩 获

“2014中国最佳银行理财品牌”、
“2014中国最佳开放式银行理财
产品”、“2014中国最佳固定收益
类银行理财产品”、“2014中国最
佳稳健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

“2014最具成长性互联网金融
理财产品”等五项大奖。

本届论坛以“大资管格局下
的财富管理合作”为主题，邀请
监管层领导、银行业高管、专家
学者与会讨论金融行业热点话
题，详解对银行财富管理未来发
展方向、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
的看法，受到业界广泛关注。

在本次评选中，兴业银行旗
下理财产品共获得了五项大奖，
可谓领跑同业。据了解，荣获

“2014中国最佳银行理财产品”

的兴业银行“万利宝”理财产品
始终坚持“真诚服务，相伴成长”
的经营理念，自2004年底开办以
来，产品种类日益丰富，逐步形
成了风险程度从低到高的理财
产品链。该品牌具有产品设计灵
活、品种多样、信息透明、管理规
范等特色，市场反响度较好。

兴业银行“现金宝1号”获得
2014中国最佳开放式银行理财
产品。据记者了解，现金宝系列
产品是兴业银行为满足零售客
户理财资金流动性和收益性的
双重需求而设计的现金管理类
产品。现金宝产品将客户资金
投资于收益稳定且风险低的基
础资产，具有流动性强、收益递
增、投资风险低等特点，为广大
零售客户提供了安全有效的理
财投资渠道。兴业银行现金宝
产品能够实现“T+0”交易，即客
户T日提交申购申请，T+0日开
始计算理财收益，客户在交易
时间内进行赎回，赎回资金能

够实现半小时内到账，大大提
升客户体验度，充分满足零售
客户的现金管理需求。

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产
品作为兴业银行理财业务最重
要的品牌，此次获得“2014中国
最佳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
品”的奖项，可谓实至名归。该
产品系列的最大特色便是其发
售的不间断性，它一改以往银
行传统理财产品限期限额发售
的情况，做到了每天都有理财
产品可供投资者选择。“天天万
利宝”自2006年9月发行第一期
以来，以“安全可靠、按时兑付、
收益率领先市场同类产品、流
动性较强”等鲜明特点，在全国
人民币理财市场得到较好反
响，尤其适合追求相对稳定收
益的稳健型客户。

“天天万汇通”是兴业银行
推出的外币理财品牌，在此次
评选中荣获“2014中国最佳稳
健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天天

万汇通理财产品利用兴业银行
在投资领域的专业优势，将客
户的外币理财资金投资于预期
收益稳定、风险可控的基础资
产，满足了客户不同币种资金
的投资管理需求，一经推出就
受到了客户的欢迎。

兴业银行理财品牌始终以
“安全可靠、收益优势、品种丰
富和规则简单”为原则，在市场
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品牌
影响力迅速提升。记者了解到，
国内研究机构普益财富2014年
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研究报告中，
兴业银行理财收益率水平稳居
全行业前三水平；同时，在普益
财富2013年银行理财能力年终
报告中，兴业银行公布理财产品
均设置了完善的风险控制措施，
在风险控制措施、收益实现能
力、收益稳定性方面均有较好表
现，取得了2013年度理财业务市
场评选中风险控制能力全行业
第一名的佳绩。

33岁的张元超辍学后一直
外出打工，多年打拼有了一些积
蓄，他产生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决定开一家烟酒副食超市。由于
选址恰当、地理位置优越，生意
非常红火，随着经营规模的不
断扩大，张先生发现流动资金
不足，周转愈加紧张，要使超市
顺利运转，至少还得再投入20
万元，这可把张先生急坏了。这
些年的收入全部投到了超市，
家庭基本没有积蓄，到哪儿去
找这20万去啊。正当张先生发
愁的时候，听朋友说邮储银行
的贷款额度提升了，以张先生的
营业规模，很轻松就能贷到20万
元。

于是张先生给邮储银行打
了电话，第二天，邮储银行信贷
员就上门进行了访谈。经过对贷
款额度、贷款利率和还款方式的
沟通了解，张先生正式向邮储银
行提出了贷款申请。很快，经过
邮储银行信贷人员的评估分析，
无需抵质押，张先生便顺利拿到
了20万元的贷款，除利息外无任
何费用。

李萍曾经是昌乐县一家塑
料厂的职工，下岗后，一心想创
业的她，来到了农村，搞起了养
殖。开始由于资金紧张，养了几

百只鸡，感觉利润可以。养鸡尝
到甜头的李萍，开始扩大养殖规
模，她在当地承包了200亩山地，
建起了养殖大棚，就在她准备甩
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问题来
了。“建大棚出现资金缺口，自己
围着山转，想着哪里掉财神，帮
一把。”让李萍意想不到是，这凭
空还真掉下财神来。这一天，邮
政储蓄银行利民街支行的行长、
信贷客户经理来到了李萍的养
殖场，说是对下岗再创业的职工
进行走访。他们的到来让李萍看
到了希望。

能申请到贷款原本是一件
高兴的事，可是李萍却高兴不起
来，因为她担心银行利息。确实，
经过初期投资，她已经付不起那
么高的银行利息了。但是邮储银
行的肖进行长给他做了详细的
解释，再就业小额贷款是一项政
府为支持创业、扶持再就业发放
的贷款，邮储银行负责根据客户
情况发放贷款，政府财政提供贷
款利息补贴。李萍做梦也没想到
会有补贴利息的贷款，就这样邮
储银行根据李萍的情况为其发
放了20万元的再就业小额贷款，
拿到20万元贷款的李萍干劲十
足了，她不仅得到了实惠，还感
受到了温暖。

邮储银行扶持农户、个体
户、小微经济和中低收入群体的
例子比比皆是。为进一步满足广
大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的贷款需求，邮储银行自2014年
以来，逐渐丰富了贷款产品体
系：

一是对原有小额贷款，将单
户最高额度提高至50万元，并调
低了贷款利率，优化了还款方
式，增加一次性还本付息和按月
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两种方式。

二是针对三农领域，邮储银
行开发了家庭农场贷款、专业大
户贷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
家庭农场贷款、专业大户贷款是
针对从事规模养殖、规模种植的
客户开发的贷款产品，单户最高
额度50万元，年利率最低执行
7 . 8%，还款方式更加灵活。农民
专业合作社贷款是针对农民专
业合作社社员发放的贷款，单户
最高额度达500万元。

三是对于下岗失业人员、其
他登记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
自主创业的群体，邮储银行推出
了再就业小额贷款，由政府财政
出资对贷款进行担保，最高额度
30万元，由政府财政贴息，为低
息或无息贷款。

让农民得到金融支持，享受

到现代化的金融服务，这是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的“普惠金融”目
标。“好借好还”小额贷款产品、
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产品、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正是邮储银
行践行普惠金融责任的重要体
现。邮储小贷产品以“服务好、放
款快”的特点得到了广大底层生
产经营者的普遍认可，已深入人
心。邮储银行小额贷款不但满足
了“三农”融资需求，还促进了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了农村金
融环境，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使
小额信贷业务成为新农村建设
的助推器。邮储银行“普惠金融”
正逐步走向小微企业主、工薪阶
层和农村的贫困农户，为他们提
供更加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普惠
服务。

展望未来，邮储银行将进一
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增加对农
村的金融供给，稳步推动普惠金
融体系的建设，为我国三农经济
的平稳发展提供更大更持久的
动力。

近期曝光的正德、信泰等多起保险
机构内讧、股东对立事件，在一定程度
上折射出险企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
层层漏洞。

近日从相关渠道获悉，保监会将对
保险法人机构实施公司治理分类监管，
并起草了《保险法人机构公司治理评价
办法》，近日开始在行业内部征求意见。
在对保险公司治理水平打分、评级的同
时，保监部门将对整改不力的保险法人
机构实施黄、红牌警告制度。

从征求意见稿来看，对保险法人机
构治理水平的监管评价将采用评分制，
分值由机构自评分和监管评分加权得
出，记为综合得分，满分100分。其中，机
构自评分权重40%，监管评分权重为
60%。之后，保监会将根据公司治理评
分对保险法人机构评级，评级结果分为
优质、一般、重点关注、不合格四级。保
险法人机构存在以下情形的，将直接被
定级为不合格：公司资产存在被挪用或
侵占情况；最近三年有主要高管人员因
职务经济犯罪问题被双规或司法处理；
最近三年存在股东之间严重对立导致
公司会议长期不能正常召开情况；经保
监会认定存在重大公司治理风险的其
他情形。

从征求意见稿披露的内容来看，保
监会将根据评级结果，对保险法人机构
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如，对优质类公
司，不采取特别的监管措施；对一般类
公司，可采取监管谈话、风险提示、要求
公司限期整改所存在的问题、针对所存
在的问题进行现场检查等其中一项或
多项监管措施。

近日，保监会发布了《保险公司偿
付能力监管规则第×号：流动性风险
(征求意见稿第二稿)》。与今年4月份
保监会下发的首个征求意见稿比较，

《第二稿》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在原
来的四项中减少了投资资产流动比例
一项，仅保留了流动比率、综合流动比
率和流动性覆盖率三项指标。“第二稿
取消了投资资产流动比例这一指标，
这将减少险资投资的机会成本，因此
保险资金剩余资金有可能增加对于股
市的投资配比。”10月16日，北京工商
大学保险学系主任、保险研究中心主
任王绪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记者从人行济南分行获悉，前三
季度，山东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全省
本外币贷款平稳增长，金融对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本外币贷款增长加快。9月末，全省
本外币贷款余额52461 .9亿元，同比增长
11 . 9%，比年初增加4338亿元，同比多增
491 . 9亿元。其中，9月份增加426 . 3亿元，
同比多增79 .9亿元。分币种看，9月末，全
省人民币贷款余额49022亿元，比年初增
加4089.2亿元，同比多增283.9亿元；外币
贷款余额559 .1亿美元，比年初增加35 .7
亿美元，同比多增18 .8亿美元。直接融资
平稳增长。1-9月份，全省非金融企业直
接融资增加1517 .2亿元，同比多增552 . 5
亿元。

本外币存款增势平稳。9月末，全
省本外币存款余额69313 . 6亿元，同比
增长10 . 4%，比年初增加5946 . 5亿元，
同比多增1415 . 9亿元。9月份，全省本
外币存款增加61 . 3亿元。 (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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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总经理助理、新闻发言人隋
强表示,新三板做市业务的实施
对丰富市场交易方式、完善市
场功能、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挂牌公司
而言,做市业务将促进创新创业
成长型企业估值定价体系的形
成,通过做市转让,企业能进一步
分散股权、提升公众化程度,畅
通投融资渠道。

迎来财富盛宴的新三板

2014年8月,新三板引入了
“T+0”做市商机制,越来越多
挂牌企业的股价随着流动性的
注入开始上下波动,市场的估值
体系正在逐渐改变,部分资质较
好的新三板挂牌企业估值空间
已经打开。

目前新三板的平均市盈率
水平已达到15倍左右,虽然与创
业板接近60倍的平均市盈率相
比还有差距,但是“新三板”已
经吸引了越来越多市场投资者

的眼光。业内有专家表示,新三
板投资正步入“黄金时代”。

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徐彪曾经强烈推荐投资新三板,
称新三板的地位相当于10年前
的房地产。徐彪认为,未来新三
板将成为一个“全民挖金”的领
域。“一旦形成财富效应,将刺激
国内经济出现新一轮的增长。”
对于投资的方式,徐彪建议:首先
可以着手进入新三板直接投资。
其次去买各家机构成立的新三
板产品。第三可以二级市场精选
与新三板有关的投资标的。

此外,软银中国资本主管合
伙人宋安澜认为,通过定向增发
投资新三板公司也是一个有效
的途径。今年8月份,新三板共有
38家公司提出定向增发预案,涉
及金额5 . 7亿元,其中预案规模
最大的十家公司占总体筹资资
金的58%。

抓住市场先机的

山东云媒软件

业内专家表示,掘金投资新
三板,选择企业与时机很重要。
选择企业首先要看有无核心技
术,最好选择高新技术类企业；
在时机方面,如果在企业新三板
挂牌前进入,投资回报率将会更
高。据悉,山东云媒软件已经启
动新三板上市流程,华融证券在
今年5月份就已经进入。

据了解,山东云媒软件是中
国第一家“智能化商业系统提
供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企业发展前景巨大。山东云媒
软件智能化商业系统旨在通过
对传统商业进行智能化改造,低
成本的实现线上线下协同经营,
实现想到“即刻”得到的购物
需求,让传统实体商业将迎来新
的发展春天。据介绍,随着智能
手机的普及,人们对手机的依赖
日益严重,智能化商业系统就是
打造“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三流合一的闭环商业模式,
它将颠覆传统线上线下销售模
式,开启智能化商业时代,实现多
方共赢,提升我国商业交易的整

体 效 率 。 通 过 云 媒 官 网
www.xunmall.net,了解到近期山
东云媒软件正在增资扩股,准备
接受部分投资者入股。同时对
一些山东省内重点县区筛选运
营合作伙伴,城市运营伙伴在企
业上市后也将会获得部分优先
股权利。

去年12月,国务院出台49号
文《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将原
来局部运作的三板市场“升
格”为全国性非上市企业股权
交易市场,同时将入市企业资质
由原来的高新企业扩展到所有
中小企业。

2014年5月19日,交易结算
系统切换上线,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财富之
门逐步打开了。

山东云媒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新三板股权投资咨询：
400-152-0877
地市运营商报名：
0531-8317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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