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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2015年，尽管市场
跌宕起伏，公募基金业还是迎来
久违的温暖，日前基金业协会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
年12月31日，公募基金管理
规模8.4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
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12.6
万亿元。

公募基金及其子公司的专
户业务规模四季度继续上演“速
度与激情”。根据协会的统计，
截至2015年12月末，基金管理
公司及其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
合计为12.6万亿元，为公募业
务的1.5倍。

而去年三季末时，我国基金
管理公司管理公募基金规模
6.69万亿元，基金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专户业务规模10.17万亿
元。即一个季度公募基金规模
增长了 25%，专户规模增长了
23%。

根据天弘基金最新公布数
据，截至2015年12月31日，含
专项专户，其资产管理业务总规
模达10742亿元，为国内基金业
历史上首个破万亿的基金公司。

从基金业发展历史来看，一
家公司规模破万亿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早在1998年基金业
发展初期，由于产品种类仅限于
封闭式基金，全市场规模仅百

亿。到了2001年，增加了开放
式基金，市场规模发展扩大到
800多亿，后来随着股市上涨，
2007年基金规模出现阶段性高
点达到3.3万亿，基金公司平均
规模约560亿。之后，由于股市
波动和市场调整，出现下跌，截
至2012年底，市场总规模回落
到2.8万亿，各公司平均规模也
回落到 360 亿元。2013 年后，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及天
弘余额宝货币基金的出现，货币
基金带动基金市场整体规模迅
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底，我国公募基金规模
已逾8万亿，各公司平均规模约
800亿。

去年基金专户规模达12.6万亿

国际油价20日大幅下跌，
纽约油价跌至2003年5月以来
的最低水平，今年至今跌幅已达
28%。市场预计，从近期看，国际
油价将继续处于低位。

分析人士认为，油价持续走
低缘于多重因素，其中主要的负
面因素包括：市场供过于求，全
球经济增速放缓，产油国为了争
夺市场展开价格战，美元走强以
及全球股市走低。

油价何时走出低迷，目前仍难
断言，但市场看法普遍悲观，众多
华尔街金融机构下调了对油价的
预测。摩根士丹利预计油价或跌
至每桶20美元，最悲观的渣打银行
甚至认为油价会跌到10美元。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当前没
有迹象表明油价已见底，他们坦
承低油价会对市场产生影响。

21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将
公布上周的原油数据。市场预
期上周美国的商业原油库存增
加。此前几周，美国原油库存高

企，特别是汽油库存大幅增加给
油价带来压力。

美银美林经济学家伊森·哈
里斯表示，在高供应和高库存的
情况下，油价对负面消息的反应
很敏感，不排除油价短期跌到极
端位置的情况。但从基本面来
说，油价无法长期处于这个位置。

美国页岩油生产商柯泰龙
认为油价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可能会跌到25美元或以下，他
预计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油价
都将处于低位，年底的时候或有
机会回升至40美元。

柯泰龙认为，低油价会引发
美国页岩油企业大量破产。他
说，目前已经看到一些生产商减
产。在美国的许多页岩油开采
区，当油价在30美元附近时，原
油开采企业仍有利可图。但如
果油价跌到20美元至21美元，
将令许多开采商难以承受，许多
油井将会被废弃，原油供应也会
下降。 据新华社电

国际油价近期或将低位徘徊

近年来，中国工商银行持续
加强银行卡产品和服务创新，积
极满足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消
费金融需求。统计显示，2015
年客户通过工商银行银行卡共
实现消费额达8.8万亿元，较上
年增长了17.3%，有力地支持了
城乡居民的合理消费。

据介绍，工商银行一直致力
于将银行卡服务深入到消费链
条的各个环节，在提升居民幸福
生活指数的同时，也形成了催生
居民消费的巨大动能。截至
2015年末，工商银行的银行卡
发卡量已达 7.34 亿张，产品涵
盖工薪阶层、大学生、出国旅行
群体、高净值财富人群、小微商
户、用车一族、网淘一族等各个
不同群体的用卡需求。

为满足居民在网络购物等
领域的旺盛用卡需求，近年来工
商银行还着力加大“银行卡+互
联网”的融合创新，推出了一大
批特色鲜明、深受消费者喜爱的
银行卡产品和服务。比如工商
银行面向消费活跃、习惯使用移

动互联网的客户推出工银手机
银行卡产品，在亚洲首家与Vi-
sa、全球首家与银联合作发行了
HCE云闪付信用卡，在国内首批
实现了支持 Apple Pay、Sam-
sung Pay应用，多元化的手机银
行卡产品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安
全、便捷的移动支付体验。为满
足客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用卡
需求，工商银行推出了工银e生
活和商户之家互联网服务平台，
向信用卡持卡人提供商户查询、
定位导航、团购折扣等服务，向
商户提供优惠发布、对账单查
询、联系管户经理等互动服务，
并且这两大平台面向行内外商
户与客户开放，既为客户带来实
惠，也为商户带来生意，目前已
有19万商户加入工银e生活。

此外，在网购用卡支付方
面，工商银行创新推出了线上
POS，打破了电商平台受理他行
银行卡的限制，实现了商户“一
点接入、全网通用”，方便客户使
用不同银行发行的银行卡进行
网购消费。

工行银行卡支持居民消费
一年拉动8.8万亿元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20
日发布报告说，2015年亚洲发
展中经济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FDI）流入5480亿美元，约占全
球FDI流量的三分之一，仍是全
球最大外资流入地区。

据贸发会议当天发布的《全
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15年
全球FDI流量增长36%，增至约
1.7万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最
高水平，新一轮跨境并购是推动
FDI增长的主要力量。2015年
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

1360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约
6%，达到历史新高。

报告显示，受地缘政治以及
市场信心下滑的影响，2015年
流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外
国直接投资分别下降 92%和
66%；受初级产品价格跳水的影
响，流入非洲、拉美及加勒比地
区的外资也大幅下挫。

贸发会议预计，除非有新一
轮企业重组及并购，2016年全
球FDI流量将下降，这主要是受
全球经济增长势头不稳、全球金
融市场持续动荡、总需求低迷以

及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
长放缓的影响。此外，地缘政治
风险及地区冲突加剧也可能进
一步加剧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

但报告还说，随着发达国家
经济温和反弹，全球宏观经济环
境将有所改善，这可能进一步增
强投资者信心，并推动跨国企业
增加投资。此外，新兴经济体货
币进一步贬值，以及跨国企业为
调整全球生产经营布局而进行
的并购交易，也可能促进全球
FDI流量增长。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外资最青睐亚洲发展中经济体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近日，民生银行推
出手机银行3.0版，全面升级安
卓、苹果系统客户端，并支持苹
果最新系统 iOS 9 用户下载使
用，客户体验持续提升，服务功
能进一步增强。

据悉，民生手机银行3.0版
推出了多项新功能。第一，优化
客户体验。该行手机银行3.0版
采用目前流行的扁平化风格，重
新设计操作界面，更加清新易
用。此外，还根据客户使用习惯，
将原来的五大功能板块整合精简
为“手机银行”、“生活圈”和“我”

三大类服务。第二，其推出“银行
资产”功能。通过该功能，客户可
快速查询了解其在民生银行的整
体资产分布详情。第三，“保险”服
务开发完毕。民生银行即将上线
的手机银行保险服务方便客户在
线投保，并支持购买当日在线撤
销和犹豫期在线退保，帮助客户
省去前往保险公司填写表格等繁
琐手续。第四，通过民生行手机
银行扫描二维码可快捷收付款，
新版手机银行还为客户提供扫描
银行卡自动获取卡号的服务。

目前最新版本已在苹果
App Store、安卓市场等主流应
用商店发布。

民生银行推出手机银行3.0版

■资讯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临近春节，银行卡
诈骗又出新招。近日，农行上
海长宁迎乐路支行就成功阻截
了一起网银购买基金产品的诈
骗事件。

记者了解到，就在 1 月 20
日中午，一名周姓客户急冲冲
地进入农行上海长宁迎乐路支
行。大堂经理按照惯例上前询
问，在引导中，大堂经理发现该
客户神色紧张、语无伦次。

客户周先生告知，他有一
张农行的借记卡，专用于还房
贷，卡内资金有三十余万元。
但奇怪的是，当日早上他收到
一条手机短信，显示此卡通过
网上银行购买了两笔基金产

品，合计金额高达十余万元。
客户周先生表示，由于卡内资
金仅限于还房贷，不可能擅自
挪作他用，也绝不可能购买任
何基金和理财产品。

不仅如此，周先生在收到
扣款消息的同时，还接到了一
通陌生人的手机来电，此人自
称是天宏基金公司的客服，并
告诉周先生购买的基金是为了
转入所谓的债券账户，这下周
先生急了。

根据客户周先生反映的情
况，大堂经理当即判断，该客户
极有可能遭遇了利用基金公司
等第三方公司实施的诈骗行为。

随即，大堂经理立即协助客
周先生在网银体验机上查询相
关信息，并对基金扣款交易进

行撤单操作处理。而就在此
时，之前的陌生来电再次响起，
电话另一端，对方还格外关切
地提示周先生：“不要在银行柜
台上操作；不要听信银行工作
人员的话，并根据电话指导，前
往自助终端进行后续处理。”见
此状况，周先生彻底明白自己
遭遇诈骗，并立即挂断了电话。

为了保险起见，大堂经理
将周先生的三十多万元资金暂
时通过网银转入其名下他的其
他卡内，确保资金安全。

与此同时，农行上海分行提
醒持卡客户，在遭遇此类事件时，
应第一时间前往附近网点，或拨
打官方客服电话询问。同时，为
确保安全，持卡人应尽快修改银
行卡和网银的密码。

农行成功阻截网银购基金产品诈骗案

专户业务规模12.6万亿元，为公募业务的1.5倍。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