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第三方支付公司汇
付天下日前发布《汇付天下P2P
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5
年二季度数据：P2P行业依然保
持高速增长，受股市波动影响并
不明显；平台成功交易的转化率
仍为 3 成，但年化收益率降至
13.22%；女性投资者比例接近5
成，P2P投资“她”时代到来。

P2P受股市影响有限
报告数据显示，2014 年 7

月至2015年 6月，平台投标金
额仍保持快速增长，汇付天下合
作的平台中，2015年二季度总
体投资金额同比增加了567.3%，
环比增长35%。

汇付天下P2P战略研究小
组表示，近一年来股市虽然火
爆，但P2P投资行业整体并未明
显出现被股市“抽水”的现象，仍
然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股市
波动对P2P行业整体向上的发

展趋势影响有限。P2P投资者
对流动性需求明显增强，或与股
票、财富管理等理财市场的活跃
相关。

P2P交易转化率仍为三成
报告数据还显示，截至

2015年二季度，汇付天下合作
托管平台上，成功交易用户占注
册用户的比例为30.1%，与2015
年Q1相比变化不大。

据悉，交易量已成规模的平
台转化率好于行业平均值。截
至2015年6月，规模前20位的
平台，其成功交易的转化率最高
为78.7%，平均值为40.6%。

分析认为，多数的P2P平台
仍处于拓展新客户阶段，一方面
获客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客
户的交易转化率仍然不高。这
对于P2P行业发展是个巨大的
考验。

P2P投资年化收益率下滑
报告显示：2014 年 6 月-

2015年6月，汇付天下P2P合作
平台的平均年化利率逐步下降，
从2014年6月的15.94%逐步降
至2015年6月的13.22%。

分析人士认为，以往外界大
多给P2P投资戴上了“高收益、
高风险”的帽子，收益率逐渐降
低表明P2P投资者的收益预期
趋于理性，不再盲目追求高收益
产品，更看重投资的合理回报。

P2P投资女性占比近五成
报告显示，2015年二季度

在P2P投资用户中，女性P2P投
资者占比为47.1%，这个比例在
2014年二季度为38%，每个季度
都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女
性P2P投资者人均单笔投资金
额高出男性 1563 元，为 7983
元。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随着
女性在中国经济生活的地位日
趋提升，可支配收入及在家庭投
资的主导权逐步提高，P2P投资
的“她”时代或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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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上周上海地区银行
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继
续下滑。虽然短期（一个月以
内）和长期（一年期以上）理财产
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大幅增长，
但因为两种产品体量较小，难逆
整体跌势。

据银率网数据库统计，上周
（2015年8月1日-2015年8月7
日）上海地区发行的人民币非结
构性银行理财产品总数为445
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77%，较
之前一周下降0.04个百分点，平
均投资期限为126天。

按投资期限划分，上周投资
期限在一个月以内的理财产品平
均预期收益率上升0.76个百分点
至4.06%；1至3个月期限的理财
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0.05个
百分点至4.69%；3至6个月期限
的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下降
0.11个百分点至4.78%；6个月至
12个月期限的理财产品平均预
期收益率上升0.01个百分点至
4.93%；1年以上期限的理财产品
平均预期收益率上升0.37个百分

点至5.55%。
本周上海地区共49款人民

币理财产品预售（预售时间：8
月8日-8月14日）。其中非保
本及保本产品中，预期收益率最
高的均是由上海农商银行发行
的“‘鑫意’理财福通”系列产
品。非保本浮动收益类型产品
的投资期限为271天，预期最高
收益率为5.6%，投资起点为100
万元；而保本类理财产品投资起
点为 20 万元，投资期限为 159
天，预期收益率为4.3%。

银率网分析师认为，理财产
品整体收益持续下跌主要受三
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宏观经
济增长放缓，影响固定收益类投
资产品的收益水平；第二，央行
为后半年货币政策定调，货币政
策宽松预期不变；第三，受股市
调整影响，银行理财参与券商两
融业务的规模缩减，进入更加谨
慎。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持续走低，对投资
者的吸引力在下降，不过银行业
在新形势下正不断地追求创新
和转型，建议投资者可选择部分
中长期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新三板近日披露了
7月份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相关
情况，由于挂牌公司数量的急速
增长，上个月新三板挂牌公司合
计募集资金达到144.01亿元，
较6月份增幅超过五成。

数据显示，新三板7月份发
生了269次已挂牌公司股票发行
和52次挂牌同时股票发行，共募
集资金144.0134亿元。而6月
份这一数据仅为95.64亿元，5月
份则为89.35亿元。今年以来的
累计募集金额为461.48亿元，7
月份的募资额已占到过去七个

月总量的的31.21%。
之所以出现7月份募资额

冲高，主要是由于挂牌公司数量
的激增，7月份共有415家公司
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环比增长了
176.67%，而此前新三板每月挂
牌公司数量不到200家。昨天
单日又有22家企业在新三板挂
牌，至此挂牌公司数量达3154
家，已超过了沪深两市2800家
的上市公司数量。

不过，尽管挂牌公司数量不
断增长，新三板的成交活跃度却
出现逐月下降，上个月成交金额
更创出了今年3月份以来的新
低，仅为123亿元。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日前，中国银联发
布7月份“新华·银联中国银行
卡消费信心指数”（BCCI)显示为
82.67，环比下降0.91，同比下降
2.66。银联表示，受高温天气及
菜价上涨等因素影响，BCCI 波
幅加大。

具体来看，7月持卡人生活
必需品支出占比有所提升，是当
月BCCI数值下降的主要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
据，7月CPI同比上涨1.6%，其中
食品价格上涨2.7%。从样本持
卡人消费变化来看，猪肉、鸡蛋
和蔬菜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

居民生活必需品支出占比提升，
样本持卡人超市类消费支出占
比较上月增加了0.18个百分点。

另外，7月上半月南方雨水
偏多、下半月高温酷暑，居民外
出受到影响。交易数据显示，样
本持卡人餐饮类交易占比下降
0.05个百分点；娱乐类交易占比
下降0.04个百分点；一般百货类
下降较为明显，交易金额环比下
滑7.09%，占比下降0.48个百分
点。此外，7月汽车行业进入销
售淡季，样本持卡人汽车销售类
交易占比下降0.42个百分点。

目前国内经济正处于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期，在此背景下，
BCCI数值仍存在波动可能性。

M2增速回升较快
央行报告显示，7月末，广义

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3%，增速
较上月末提高1.5个百分点，比
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狭义
货币供应量M1增长6.6%，增速
较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

对此，央行指出，M2增速回
升较快主要由四大因素促成。
一是降准降息政策效应的持续
释放。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连续
降准降息之后，社会流动性逐渐
宽裕。降息引导市场利率下行，
刺激了贷款需求。二是各项贷
款同比多增，派生存款增加。近
期我国资本市场出现波动，为了
稳定市场预期、防范金融风险、
支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7
月份货币政策和银行体系采取
了一些临时性措施，相关操作对
货币信贷增长也会产生影响。
下一步随着资本市场趋于稳定，
这种临时性因素的影响会逐步
消退。三是金融机构债券投资

增加，派生存款相应增加。四是
财政存款同比少增。

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长较快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7 月

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90.27万亿元，同比增长15.5%，
增速较上年同期和上月末分别
回升2.2和 2.1个百分点；当月
新增贷款1.48万亿元，同比多
增1.61万亿元。

央行表示，人民币贷款增速
的主要原因在于是实体经济投
资意愿回暖、房地产市场回暖等
均带动了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和
个人房贷的发放。今年前7个
月，金融机构流动资金贷款（包
括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新增
3.64 万亿元，同比多增 1.63 万
亿元；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主
要为个人住房贷款）新增1.40
万亿元，同比多增 2818 亿元。
此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
政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
加大，使得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

明显增加。

社会融资规模增7188亿元
报告还显示，7月份社会融

资规模增量为7188亿元，比上
月少1.1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多5327亿元。其中，当月对实
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5890亿元，同比多增2136亿元；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
合人民币减少133亿元，同比少
减 378 亿 元 ；委 托 贷 款 增 加
1137亿元，同比多增354亿元；
信托贷款增加99亿元，同比多
增257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
汇票减少3314亿元，同比少减
843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479
亿元，同比多1044亿元；非金融
企业境内股票融资615亿元，同
比多283亿元。

对此，央行表示，社会融资
规模合理增长，融资结构有所优
化，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
款同比增加，而外币贷款则同比
降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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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7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长较快
昨日，央行公布 7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
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
7月末，金融机构人民
币贷款余额90.27万亿
元，同比增长15.5%，广
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
13.3%。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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