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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工行上海分行
开展账户贵金属点差优惠活动

工行上海分行开展账户
贵金属点差优惠活动，即日起
至6月 30日，工行将对该行账
户贵金属点差进行大幅下调，
人民币账户黄金单边交易点
差由原0.4元/克下调至0.2元/
克，人民币白银单边交易点差
由 原 0.02 元/克 下 调 至 0.008
元/克。

工行上海分行有关负责人
介绍，工银账户贵金属是工行
为个人客户提供的，以人民币
或美元买卖贵金属份额、不提
取实物、可双向交易的投资交
易产品。工银账户贵金属可用
人民币投资国际市场美元计价
资产，助您全球化配置资产，分
散投资风险。

工行客户可使用工行网
银、手机银行APP、电话等渠道
办理交易委托。其他银行客户

也可通过工银直销银行APP办
理，同样享受点差优惠活动。

交易时间方面，工行每周
一早 7：00 至周六早 4：00 提供
连续、不间断的交易服务。在
贵金属种类上，工行账户贵金
属拥有同业中相对丰富齐全的
产品系列：包括金银铂钯非实
物交割的贵金属产品，对应也
称为“纸黄金”、“纸白银”等。

此外，工行账户贵金属无
开户费，无交易手续费，无需进
行实物交割，省去储藏、运输、
鉴别等费用，交易成本低廉。
投资门槛上，以账户黄金、白银
为例，每笔交易起点仅1克，以
0.1克递增。

依靠工行安全可靠的银行
系统，随时随地随身进行交易
体验，足不出户就可以投资全
球贵金属市场。 广告

今年基金分红降八成
据 Wind 资讯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实施分红的基金数量有
200只，分红共计212次，分红总
额 110.14 亿元；而去年同期，
基金共计分红401次，分红总额
591.42 亿元。与去年相比，今
年基金分红次数减少近半，分红
金额大幅下降81.34%。

从今年分红基金类型来看，
债券型基金依然是分红大户。
据Wind数据统计，200只参与分
红的基金中，债券型基金（包括
混合债券型、偏债混合、纯债券
型）有118只，共计分红120次，
占今年基金分红总次数的六成，
分红金额达到49.86亿元，占比
45.27%。另有混合型基金 62
只、QDII基金11只、普通股票型
基金8只、另类投资基金1只，
也实行了分红。

从分红的力度来看，在200
只实施分红的基金中，分红总额
超过1亿元的有21只，不超过
1000万元的有116只。每基金
单位分红超过 0.2 元的基金有
13只，而每基金单位分红低于

0.1元的有174只。其中，博时
主题分红总额达到14.63亿元，
成为今年以来分红最豪爽的基
金；交银主题优选每基金单位分
红最多，达到0.91元；博时黄金
ETF I分红次数最多，今年以来
分红5次。

业内人士认为，基金分红意
愿与基础市场表现及基金业绩密
切相关。2016年的分红力度较
大在于前一年牛市行情中基金积
累了较丰厚的收益，可供分配利
润较多，且在2016年年初熔断行
情之后，市场信心大幅下降，基金
也可以趁分红落袋为安调整仓
位。而在今年年初，A股市场经历
了一年来的震荡反弹行情后，市
场情续恢复，且结构性行情不断，
加上前一年熔断带来给基金的损
失仍然还在修复过程中，基金可
分配的利润也较少。

理性申购将分红基金
基金进行合理的分红很重

要，尤其是投资者都喜欢落袋为
安。而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基金
分红取决于基金公司的想法。比
如现在的牛市，基金公司赚了很

多钱，就愿意给投资者分红；如果
是在熊市，基金公司给投资者分
红多是有一定的目的，如老基金
的持续营销、新基金的发行。

那么，投资者在购买基金的
时候，分红前后买入基金有什么
区别呢？

因为基金分红的实质，是将
基金资产的一部分分配给基金
持有人，那么在分红之后，基金
单位净值就会下降。而且，在进
行基金分红之后，不少基金或多
或少都有减仓行为，以应对基金
分红需要的派现资金。我们可
以注意到，这些分红后的基金净
值，在市场强劲上扬时会涨得比
较吃力。但如果后市出现大幅
调整，对这些基金而言倒是好事
情。大笔分红的基金，往往都会
吸纳很多新的申购资金进入，这
样既规避部分下跌风险，又可相
对低成本建仓，总是要幸运些。

为此，基金分析师表示，对
于开放式基金来说，投资者在分
红前后进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大家大可不必以分红时间
作为自己投资基金的风向标，后
市怎么走，这才最重要。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公奔私、私转公”
是近年来公募与私募行业挥之
不去的存在，来自格上理财的最
新报告显示，查询2017年以来
新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后发
现，在1166家新备案的私募管
理人中，有21家私募的创始人
都是从公募基金中“奔私”而来。

数据显示，今年新完成备案
登记的21家“公募派”私募机构
中，有4位创始人曾在公募基金担
任基金经理职务，比如，“循理资

产”邹振松曾在富国基金担任基
金经理兼权益研究部副总经理，
再如涂强，2013年5月-2015年4
月曾在博时基金做投资经理，此
后去了中信资本控股公司，2016
年9月“奔私”，成为中融万合投资
法人。此外，“韵之资本”的付峰曾
在中银基金担任助理副总裁及投
资经理、“昀斐旸投资”的马云飞曾
于万家基金担任基金经理。

古稀之年，元老级金融圈老
将马蔚华“奔私”更是引发公众
关注。

日前，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

华携“深圳市华庆前海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亮相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私募管理人备案登记
平台，立即引来外界高度关注。
据悉，在奔私前，马蔚华曾在招
商基金担任董事长；在招商银行
担任董事、行长；在中国人民银
行担任行长和局长，其凭借“比
别人早想三五年”的创新意识，
利用“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国际
化”三大手段，将招商银行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区域性小银行打
造成中国最具创新和业务能力
的股份制银行。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近日，网上有传言
称“磁条卡将于今年5月1日起
停用”。但业内人士指出，这属
于误读，磁条交易停用仅针对银
行磁条芯片复合卡的磁条通道，
其即将于 5 月 1 日正式关闭。
纯磁条卡依然可以正常使用，至
于磁条卡何时将正式“退市”，目
前相关部门尚并未给出期限。

此前，央行发布的《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卡
风险管理的通知》指出，自今年
5月1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条
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同时，央行
要求商业银行加快存量磁条卡
更换为金融IC卡的进度。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向客
户推广将银行磁条卡更换为芯
片卡的工作。银行磁条卡终将
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位商
业银行工作人员这样表示。

其实，在业内，芯片磁条复
合卡的磁条交易被称为“降级交
易”。从字面理解，所谓“降级交
易”就是卡片原本可以使用更加
安全的芯片交易，但因为POS机

等相关受理终端部支持芯片交
易，退而求其次采用磁条来完成
相关交易。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相关
部门一直在力推安全性能更高
的芯片卡，因为银行芯片卡的卡
内有集成芯片，但这种芯片不存
在于磁条卡内。从安全角度来
看，芯片本身比磁条难复制许
多，安全系数也高出很多，使用
芯片卡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
被盗刷的风险。“磁条卡用户在
POS机和ATM机上刷卡，就会留
下该银行卡的磁条信息。由于
该信息具备固定格式，因此熟悉
卡制作的技术人士就可以按照
格式复制出磁条卡信息，这也就
增加了银行卡被盗刷的风险。”

银行业内人士表示，从最初
的磁条卡，到后来的磁条芯片复
合卡，再到纯芯片卡，这样的更新
换代过程其实也是终端受理机器
的更新换代过程。“这也是为了配
合终端受理机器的换代普及，在
特定的时期推出了磁条芯片复合
的‘过渡卡’。如今，芯片卡的受理
终端普及已基本完成，因此取消
降级交易也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又到季末，国债回
购利率本周出现了大涨，对于有
闲钱的投资者而言，正好可以乘
机做一把行情，赚取比银行理财
产品高的零风险收益。

昨天国债回购利率延续涨
势，多个品种利率站上 6%，其
中一天期国债回购GC001最高
报 7.4% ，二 天 期 国 债 回 购

GC002最高报6.685%，三天期国
债回购 GC003 最高报 7.705%，
四天期国债回购最高报7.04%。

仍需要提醒的是，投资者在
交易国债回购的时候，记住要委
托卖出，相当于是把你的资金借
出去一样。在卖出委托上面，输
入相应的代码即可，注意别输
错，如果周期输错弄成了91天
品种，那你的资金要91天才能
重新回到账户上。

季末理财收益渐高
国债回购率高适合短期投资

去年“收成不好”

今年一季度基金分红大幅下滑
每年的第一个季度，都是基金分红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以来，公募基金

分红总额已超过百亿，但是相较去年同期却大幅下降81.34%。业内人士指出，
基金去年收成欠佳是基金分红意愿大幅降低的主要原因。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纯磁条银行卡仍可用

私募基金管理人队伍再扩容
今年已有4位公募经理“奔私”

基金分红意愿与基础市场表现及基金业绩密切相关。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