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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5月19日，中信银
行“薪金煲”成立一周年，来自中
信银行的数据显示，其旗下挂钩
的五只货币基金签约客户总数
已超过100万，总规模快速增长
至300多亿元。

2014年5月19日，被业内
称为“宝宝 3.0”的薪金煲正式
亮相，与其他宝宝类产品比较，
薪金煲用“无投资门槛，无赎回
时限”重新定义了货币基金。
投资者自己设定银行账户活期
保底金额，超出部分自动申购
货币基金。“货基当现金用”的
独特优势，也让客户享受到货
基的收益，活期的便利。对于
普通投资者而言，资金的流动
性与收益性是永恒的选择题。
当客户把中信银行活期账户与
薪金煲挂钩的货基绑定，薪金
煲帮客户解决了这个难题。不

用赎回，就能直接在 ATM 机上
直接取款、转账、POS机刷卡消
费，还可自动发起赎回用于信
用卡、个人贷款的还款，流动性
媲美活期存款。

作为货币基金，收益表现当
然是客户看重的硬指标。在中信
银行薪金煲旗下，挂钩了五只货
币基金：嘉实薪金宝、信诚薪金
宝、华夏薪金宝、南方薪金宝以及
国寿安保薪金宝。据WIND数据，
截至今年4月底，五只货币基金
平均年化收益率达到4.35%，轻松
超越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2015年，是“互联网+”时代
的元年。薪金煲的功能进化到
了移动端。1月20日，中信银行
在手机银行中发布了薪金煲功
能。除了申购和赎回可在手机
端实现外，投资者还能通过手机
查询薪金煲收益率以及个人收
益情况，货基入驻手机APP使投
资变得更加便捷。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昨日，央行公布2015
年4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与上
月相比，4月份债券市场发行量继
续增加，货币市场成交量上升，现
券日均成交量显著增长，银行间和
交易所债券指数小幅上行。

债券发行量继续增加
数据显示，1-4月份，债券

市场累计发行债券4.6万亿元，
同比增加37.1%。其中，银行间
债券市场累计发行4.4万亿元，
同比增加33.9%。4月份，债券
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1.6万亿
元，同比增加 33.0%，环比增加
12.4%。其中，国债发行2384.1
亿元，金融债券发行3910.1亿
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5748.8
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10.4 亿 元 ，同 业 存 单 发 行
3659.8 亿元。银行间债券市场
共发行债券1.5万亿元，同比增
加31.3%，环比增加12.5%。

截至4月末，债券市场总托
管余额为 37.3 万亿元。其中，
国债托管余额为9.2万亿元，金
融债券托管余额为 12.2 万亿
元，公司信用类债券托管余额为
11.6万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
券托管余额为 2984.7 亿元，同
业存单托管余额为 1.2 万亿
元。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余额
为34.6万亿元，占债券市场总
托管余额的92.7%。

与上年末相比，4月末银行
间债券市场投资者中，商业银行
持有债券占比为63.3%，下降0.6
个百分点，非银行金融机构占比
为10.8%，与上年末基本持平，
非法人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类投
资者持有债券占比共为25.9%，
上升0.6个百分点。

沪市日均成交环比增六成
数据还显示，1至4月份，

货币市场成交量共计109.4万
亿元，同比增加65.3%。4月份，
货币市场成交量共计34.8万亿

元，环比增加14.4%。其中，质
押式回购成交 28.5 万亿元，环
比增加13.4%。

另外，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
指数小幅上行。1至4月份，银
行间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
18.8 万亿元，同比增加 78.4%。
4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
交6.2万亿元，日均成交2941.7
亿元，同比增加79.4%，环比增加
22.5%。4月末，银行间债券总指
数为162.18点，较上月末上升
2.39点，升幅为1.50%。上证国
债指数为148.52点，较上月末
上升0.56点，升幅为0.38%。

此外，上证综指及深成指均
大幅上涨，两市日均成交量增长
显著。4月末，上证综合指数收
于4441.66点，较上月末上涨694
点，涨幅18.51%，深证成份指数
收于14818.64点，较上月末上涨
1658点，涨幅12.60%。4月份，沪
市日均交易量为8317.8亿元，环
比增加61.2%，深市日均交易量
为6026.1亿元，环比增加38.8%。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昨日，上海股交中
心完成首只私募股权基金发
行。京北天使基金正式登陆上
股交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报
价系统，这意味着上股交PELP
份额报价平台成功植入了一级
市场功能，也标志着上海股交
中心试水基金募集领域取得阶
段性成果。

成功试水私募股权基金募资
为进一步完善上海股权托

管交易市场功能，上海股交中
心在推出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
统、私募债、重组并购业务后，
其又根据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的现状，于2014年4月
18日推出了基金份额报价的交
互平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份额报价系统，开创了业务发
展的新格局。昨日，京北天使
基金成功募集，标志着上海股
交中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

报价系统正逐步从私募基金二
级转让市场向一级市场延伸。

据悉，京北天使基金是一
支依托于京北金融的聚焦于互
联网金融的投资基金，通过上
海股交中心综合金融服务平
台，成功募集资金 5950 万元。
京北天使基金募集资金将用于
上海股交中心已挂牌的互联网
金融企业定向增资，以及推动
京北天使基金投资企业到上海
股交中心挂牌。京北天使基金
正式登陆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报价
系统，丰富了投资人的退出渠
道，同时，也标志着上海股交中
心试水基金募集领域取得阶段
性成果。

将推出新板命名“科创板”
据了解，上海股交中心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报价系
统，其服务对象主要面向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是为实现其份额的流动而设

计。为满足基金管理人寻求专
业投资人的现实需求，提升系
统有效信息交互能力，参与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份额业务的中
介机构，不同于上海股交中心
当前的会员，而由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或其认可
的第三方可参与该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的份额报价业务，为该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
人提供报价服务。

记者昨日还了解到，上股
交即将推出的新板块命名为

“科创板”，其首先面向上海市
尤其是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一区22园）的科技创新型中
小企业提供服务，根据试点进
展情况，适当拓展服务区域。
在服务内容上，“科创板”将更
加注重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为
挂牌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打造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并促进间
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以“投贷联
动”方式加强对科技创新型中
小企业的服务。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昨日，汇丰银行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汇丰5月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初值止跌回升至49.1。该数值
略高于上月终值 48.9，为 2015
年2月以来首次回升，但仍低于
荣枯线50，表明制造业仍处萎
缩区间。今年来汇丰PMI月度
初值已4次低于荣枯线。

分项来看，5月产出指数降
至48.4，5个月来首次跌破荣枯
线，为13个月来最低点；新出口
订单指数亦降至23个月新低，
显示外部需求不振。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
家屈宏斌解读PMI表示，新订单
指数低位回升，但产出指数降
至一年内低点。读数反映内需

降幅有所收窄但下行压力仍
在。此外，新出口订单指数大
跌至46.8，外需疲软加剧。

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同比增速跌至7%低点，二
季度经济下行压力仍未减轻。
截至4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过去八个月间月度涨幅均
低于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已连续38个月下降。

为稳定经济增长，官方正
频频出手，包括两次下调金融
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
率，大幅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
金率1个百分点；暂缓清理税收
优惠政策；出台优化口岸服务、
扩大口岸开放等五项措施促进
外贸发展等。5月以来，国务院
及所属各部委出台的与稳增长
相关的文件不下10个。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中诚信国际信用
评级公司近日发布跟踪评级
报告，将宁波银行主体信用等
级由AA+上调至AAA，评级展望
稳定。

中诚信国际表示，此次评
级上调是基于对宏观经济、区
域经济和行业环境、宁波银行
自身财务实力的综合评估之上
确定的。该等级肯定了宁波银
行所处的良好区域环境，在当
地较高的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占
有率，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
激励机制，灵活的决策机制、较

强的产品创新能力以及良好的
盈利水平和资产质量。

同时，评级也考虑了宁波
银行在宁波金融体系中的重要
市场地位、与宁波市政府较为
密切的关系及可能得到的政府
支持。目前，宁波市政府间接
持有该行21.38%的股权，为该
行实际第一大股东。

评级也反映了宁波银行目
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主要为国
内经济增长放缓对银行资产质
量的压力、利率市场化推进环
境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业务
规划扩大及产品创新可能造成
的风险积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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