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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5年渐行渐近，
大摩、高盛等全球知名投资
银行纷纷发布2015年最佳交
易策略建议。在这些内容涉及
股票、外汇、大宗商品、债券，
以及期权等衍生品领域的投
资策略中，国际投行保持了看
空黄金的一贯观点，但对全球
股市仍保持青睐目光。

看好中国股市

高盛每年都会发布来年
的最佳交易机会，在其去年
发布的6个交易建议中，目前
来看有“4个盈利，1个亏损，1
个基本持平”。对于2015年，
高盛发布的建议除了继续做
空欧元外，其认为全球有相
当部分地区和国家的股市值
得投资。

该投行称，2014年中国
经济的增长之路可谓崎岖不

平，市场对GDP增速的忧虑
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也频
频出现。但宽松的货币环境
也为中国经济来年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高盛建议投资者
为中国增长放缓做好准备，
但仍看多中国股市。

高盛在研报中指出，随
着政府寻求在刺激增长和推
动改革上取得平衡，预计未
来 一 年 ，中 国 很 可 能 再 现
2014年的增长模式。高盛预
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或为
7 . 3%，明年目标或降至7%。
尽管经济面临挑战，但中国
经济仍能够受益于外部环境
改善。这其中包括宽松的全
球金融状况、较低的大宗商
品价格等。这些因素，加之较
低的增长目标，将有助于中
国明年推动改革。

此外，摩根士丹利首席
策略师Adam Parker预计，

2015年美国股市将进一步上
扬。Parker在摩根士丹利2015
年全球战略展望报告中表
示，进入2015年，美国市场将
继续第三年的牛市。其12个
月标普目标位为2275点，较
现在价格上涨10%。预计2015
年和2016年，公司利润将增
长7%，而市盈率将上涨至17。

黄金再被看空

与其他投行类似，巴克
莱在其最新的宏观交易报告
中列举了2015年的10大交易
主线和策略，巴克莱表示，美
联储将会在明年进行加息，
建议做空黄金。

巴克莱认为，美联储将
会在2015年进行加息，美债
收益率曲线平缓，因此首先
建议做空黄金。其次，由于政
策分歧，美元估计将持续走

强，因此建议继续做空欧元
兑美元。

此外，高盛也再一次站
在看空2 0 1 5年金价的行列
中。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
主管JeffreyCurrie在12月初受
访时也重申2015年底金价将
跌至1050美元/盎司的观点。

有市场人士指出，美联
储上周三在其发布的政策声
明中称，对货币政策恢复正
常化应保持“耐心”，强调“耐
心”之说与此前QE结束后维
持低利率“相当长时间”措辞
的立场一致。分析人士称，尽
管近期全球市场波动剧烈，但
美联储的“耐心”措辞，表明其
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以及明
年采取加息政策的决心。

因此，基于美国经济复
苏的大背景不改变的情况，
黄金在2015年或许仍难有起
色。 (上证)

明年投资怎么办？

国国际际投投行行看看多多中中国国股股市市 看看空空黄黄金金

理财产品收益率回暖

受多方因素影响，今年
以来，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率水平持续下行。数据显
示，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
品的周平均收益率已从年初
的 5 . 7 6 % 下 滑 至 上 周 的
5 . 07%，预期收益率超过6%
的非结构性人民币理财产品
的发行量占比也从年初的
40%以上跌至3%左右。

尽管国家降低了存贷款
利率，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大
不如前，然而随着年末的到
来，银行纷纷推出高收益理
财产品抢滩年末理财市场。
记者注意到，目前，消失已
久的收益在6%及其以上的理
财产品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
视线，大部分理财产品收益
集中在5%以上，有些产品收

益超过了7%。
据银率网统计，12月13

日至12月19日，共有776款人
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品发
售，平均预期收益为5 . 23%。
其中有45款产品的预期收益
率超过6%(包含)，占当期发
售的人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
品总量的5 . 8%。而在上周，发
售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
率超过6%(包含)的只有24
款，占当期779款人民币非结
构性理财产品总量的3 . 08%。
在投资期限上，一年以上的
长周期产品略有下降，短期
理财产品受市场追捧。

锁定高收益理财产品

专家表示，进入降息周
期后，期限稍长的固定收益
类产品或将继续受到市场热
捧，而浮动收益型产品因受

降息预期影响，未来收益率
不确定性较大，所以在发行
数量上体现得比较明显。

业内人士表示，在利率
市场化和货币宽松的大背景
下，未来产品收益可能会继
续下行。此外，理财师分析，
在较为宽松的资金流动性环
境中，开年后还有继续“降
息”的可能性。记者注意到就
有银率网分析人士表示，“这
有可能是理财产品收益盛宴
中的最后一次大餐。”

一方面因为国内经济增
长乏力，未来中国进入降息
周期是大概率事件，而理财
产品收益率在降息的大环境
下不会有很好表现。另一方
面，有消息称取消商业银行
存贷比硬性考核提上日程。
银率网一位分析师表示，
“一旦取消存贷比考核，银
行发售理财产品的动力会随

之减少，未来高收益理财产
品或更加罕见。”

因此，理财师建议投资
者可以关注中长期理财产
品，提前“锁定”较高收益
理财产品。在资产配置时，
投资者除了购买中长期产
品，还可以配置一些定存、
短期的方便赎回的产品，以
保证资金的流动性。

最后，在选择岁末理财
产品的时候，理财专家提醒
广大投资者应注意两点：一
是看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
财产品都有一定的风险等
级，投资者需要先做好风险
评估，然后对比理财产品的
风险，看看是否匹配；二是
看自己运用资金的安排。由
于大多数理财产品是不能提
前支取的，所以投资者需要
注意流动性风险。

(中经)

年末银行揽储忙

理理财财产产品品收收益益率率或或迎迎上上涨涨潮潮

牛牛市市催催热热投投连连险险 上上月月投投连连险险多多数数赚赚钱钱

光大银行有关领导在“CCTV慈善之夜”接
受采访时表示，该行决定启动支持“母亲水窖”公
益项目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并加大支持力度，
未来五年再投入1500万元支持妇女慈善事业。

“CCTV慈善之夜”是中央电视台继寻找“最
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寻找“最美消防员、
最美村官”等系列大型公益活动后，在凝聚共识、
树立典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又一重要举措,
该活动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中国慈善
事业发展。

据悉，自2004年以来，中国光大银行对“母亲
水窖”公益项目的投入逐年增加，并通过“光大梦
想，爱心起航——— 全国青少年才艺展评”，“您消
费一次，我献一分爱心”，组织员工、客户实地考
察等一系列活动，倾力宣传和支持“母亲水窖”公
益项目。

光光大大银银行行持持续续支支持持

““母母亲亲水水窖窖””公公益益项项目目

平安财神节，车险疯狂促！“迎财神，保平
安”，12月18日至12月26日，平安直通车险“财神
节”开启啦！财神带来多重大礼，抽奖获名爵汽车
MGGT 1 年免费使用权、苹果笔记本电脑、
Iphone6手机、Ipad平板电脑以及最高888元的保
费红包……奖品实惠，数量多多，你还在等什
么？！

“财神节”期间，车主拨打4008-000-000或登
录官网www. 4008000000 .com,或是微信关注平安
直通车险,不但可以轻松完成投保及保费在线支
付,更能尊享四重好礼。从电话车险到网上车险,
再到通过微信平台实现的移动车险,中国平安全
力打造平安直通车险,让您“投保不出门、低价不
伤神、理赔不求人、好礼享不停”。

现在拨打平安直通车险热线4008-000-000，
即可了解活动详情！另有更多非车险礼遇等着
你！

迎迎财财神神，，保保平平安安
平安直通车险财神节开始了

年末历来是市场资金相对短缺的时候。随着“年末效益”的显现，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将持续紧俏，各家银行
的客户争夺战出现白热化局面，纷纷推出高收益理财产品抢滩年末理财市场，业内分析称，理财产品市场有可能
迎来一波收益率“上涨潮”。

近段时间以来，股市上
演疯牛行情，与股市挂钩的
投连险也开始持续骚动。

华宝证券日前发布的投
连险月度报告显示，纳入排
名体系的195个账户在11月
份获得了3 . 6%的平均收益，
其中有191个账户取得正收
益，占比约98%。

数据表明，在11月中，9
成以上投连险账户都是赚钱
的。

哪些账户最赚钱？

华宝证券数据显示，今

年11月，与股市挂钩的指数
型账户和激进型账户获得的
收益率最高，分别获得9 . 43%
和5 . 44%的平均收益。

从具体排名情况看，生
命进取II账户以13 . 24%的收
益率成为月度冠军，光大永
明指数型和泰康进取型分别
以13 . 01%和12 . 92%的收益
率水平位居第二、第三。

相比之下，同样是激进
型的生命精选股票型账户下
跌1 . 26%，混合型的太平智选
忠诚保证型账户下跌0 . 87%，
债券型的北大方正稳健型账
户下跌0 . 03%，印证了股市涨

跌起伏的永恒规律。
纵观近三年数据，平安

保险旗下的平安进取账户(收
益51%)、招商信诺旗下的灵
动A型账户(收益33%)、海康
人寿旗下的稳健型账户(收益
31%)、泰康保险旗下的避险
型账户(收益19%)的收益率在

各类账户中分列第一。

牛市投保要注意啥？

股市投资有风险，投连
险也一样。

多家险企理财分析师建
议，在股票市场行情好、股票

基金走强的情况下，投资者
可以将低风险账户的资金部
分转换到对投资股市和基金
比例较高的高风险账户，充
分享受牛市收益。但是，在入
市之前，需对股市走向有一
个判断。如果股市前景仍然
未明朗，建议考虑暂时减少
对高风险账户的投资比例。

除此之外，要明确投连
险的长期持有性质，如果年
限未到而退保，则要承担一
定损失，如果暂时亏损，可以
静候观察再做决定。

(和讯)

随着上周股市震荡走
高，基金仓位保持高位稳定，
被动变化较为明显。蓝筹风
格基金加减仓操作分化较
大。

根据德圣基金研究中心
的数据，截至12月18日，偏股
方向基金仓位明显上升，可
比主动股票基金加权平均仓
位为90 . 10%，相比前一周上

升0 . 05%；偏股混合型基金加
权平均仓位为84 . 81%，相比
前一周上升0 . 24%；配置混合
型 基 金 加 权 平 均 仓 位
7 3 . 5 1%，相比前一周上升
0 . 36%。

上周加减仓变化较大的
多集中在中小型基金公司，
积极加仓的有益民、天治等，
减仓较大的有诺德、长城等。

原有仓位较高的基金，在快
速上涨的市场下更易踏空，
采取适度减仓调整配置方向
策略，投资效果各有不同。部
分偏好稳定成长股配置的基
金减仓明显，在蓝筹行情中
能够进一步降低对业绩的拖
累。

鉴于基金操作整体平
稳，被动持仓维持原有风格

为主，高仓位基金调仓并不
明显，在基金策略上，德圣基
金研究中心建议，投资者维
持原有组合配置，无需急切
弃成长转蓝筹，若想参与结
构机会，可以增加蓝筹指数
基金配置，如上证380、金融
地产行业指数等。

(财金记者 程立龙)

上上周周基基金金仓仓位位保保持持高高位位稳稳定定

财经资讯

保监会发出“解禁令”

网网销销保保险险

不不再再强强调调““收收益益率率””

近日保监会发出“解禁令”，经过3个月整
改，天猫上的网销保险大户国华人寿、珠江人
寿重新亮相，新推产品凸显保险保障功能。

据了解，今年8月底，因涉嫌销售误导，弘
康人寿、信泰人寿、国华人寿、珠江人寿四家
保险公司的天猫网上旗舰店被关门整改，上述
四家保险公司销售的产品具备现金价值较高、
期限较短(通常在一年)、预期收益率较高(通常
为5%～6%，有时甚至达到7%)等特点。此外，
其他未在整改范围内的保险公司网销保险产品
也纷纷下架。

勒令整改之外，保监会对网销保险产品
“预期收益率”等宣传手法进行规范，要求险
企不能再用简单的“预期收益率”、“一年期
产品”等来进行描述，并给出“高、中、低”
三档收益率的明确演示。在监管层看来，过分
强调收益有违保险本质，通过高收益吸引投资
者是中小保险公司揽客方式的另辟蹊径，但在
做大后回归保障才是大势所趋。

随着管理的进一步规范，更加健康的保险
网销也成为越来越多保险企业关注的热点。日
前，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主办的中美互联网保
险论坛上，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互
联网保险存在着很多挑战，但发展空间巨大。
以双12当日上线的民安保险天猫商城官方旗舰
店为例，首批上线的共有15款产品，主要涵盖
旅游险、意外险、健康险与特色险种等4大类
别，称对提升公司客户服务水平将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标志着民安保险互联网创新销售和
服务模式开始进入新阶段。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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