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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有这样一类产品，
今年以来受到投资者追捧，目前
已有超过 1000 亿元的资金涌
入，规模相比去年年底激增约6
成，这类基金就是短期理财基
金。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公募
基金市场今年以来最火的产品，
或许不是货币基金，而是短期理
财基金。

今年以来规模激增近6成
今年以来，短期理财型基金

广受市场追捧。数据显示，截至
昨日，短期理财基金的总规模为
2781亿元，今年以来，短期理财
型基金“吸金”1040亿元，较去
年底增幅高达59.74%。与此同
时，相关的产品在发行期间也是
销量旺盛。

“今年我们新发了一只短期
理财基金，确实蛮受欢迎的，零
售20多亿元。”一家大型基金公
司人士告诉记者。

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共有
111只短期理财基金（A、B、E类
分别统计），今年新成立的短期理
财基金达到16只，数据远远超过
2015年、2016年的4只、3只。

“短期理财型基金主要投资
于一年内到期的资产，比如银行
存款、同业存单等，总体风险偏
低。短期理财型基金一般都有
一个封闭运作期，资金流更加稳
定，可以使久期和杠杆方面的操
作更加灵活，这使得它相较货币
基金更具优势，是不错的短期流
动性管理工具。”一位基金公司
产品部人士表示。

而上述大型基金公司人士

则表示：“估计接下来短期理财
基金规模还会上升一些，不同的
资金会去找适合自己的短期理
财基金。”

基民仍需注意合理配置
事实上，短期理财产品往往

被拿来与货币基金做参照，而业
绩多胜出。据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昨日，具有可比数据的63只
短期理财型基金平均7日年化收
益率为4.37%，而353只货币基金
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为3.99%。

上述基金公司产品部人士
向记者表示，“受益于资金成本
的上升，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基
金收益中枢上移，而两者的投资
范围接近，但是短期理财基金较
货币基金而言，具有一定的封闭
期，比如 7 天/30 天/60 天，这使
得短期理财基金的收益理论上
略高于货币基金，对于有安排的
资金，选择短期理财更合适。”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人员持
不同观点。“一些短期理财基金

实际上是定制货币基金，一旦短
端利率下来，规模增长势头也将
停止。”沪上一家小型基金公司
投研人士指出，随着银行委外的
逐渐蔓延，基金公司与银行之间
也诞生了新的合作模式，即银行
给予基金公司足够体量的资金，
并同时要求基金公司反过来投
资自身银行的同业存单，已达到
互惠互利。通过季报不难发现，
凡是净申购量较大的短期理财
产品，基本走得都是这种模式。
短期理财产品也逐渐成为了委
外资金比拼的市场。

此外，也有分析人士出言谨
慎：“即便短期收益率提升也很难
改变短期理财基金被日渐‘边缘
化’的命运，既然其与货基投向和
收益率没有太大的差别，机构选
择赎回货基流向收益率更高的领
域，转而再回到类似的短期理财
产品中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短
期理财产品流动性差的缺陷依然
存在，中小投资者应注意合理配
置短期理财基金。”

工行上海分行推出“随军行”
军人服务提级方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
十周年之际，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为更好地满足军人客户的金融
服务需求，创新推出了“随军行”
军人服务提级方案，将全面提升
对部队官兵的金融服务水平。

据介绍，“随军行”军人服务
提级方案包括“专享拥军服务、
专属产品配置和专有精彩活动”
三部分。其中，“专享拥军服务”
是工商银行为军人搭建的线上
线下一体、全程响应的专属服务
体系，由手机银行“随军行”军人
服务专区、千家核心网点标杆服
务、全行网点军人优先服务三大
举措构成，充分体现了对军人的
优先、优待礼遇，彰显军人的荣
誉感和自豪感。

“专属产品配置”则围绕“投
资理财、融资和结算费用减免及
星级提升”等多个领域，配置了

“拥军宝”存款、“长城系列”理
财、主题贵金属、军人专属保险、

军人“融e借”信用消费贷款、军
人专属信用卡“中国军魂信用
卡”、军人保障卡跨行费用减免、
服务星级提升等一系列军人专
属的拳头产品和服务，全面满足
了军人存款、投融资和支付结算
等方面的金融需求。

“专有精彩活动”以核心网
点进军营活动为基础，贴合军人
日常金融和生活需求开展慰问、
回馈和军银共建双评等系列主
题活动，通过各类专有特色活动
充分表达工商银行对人民子弟
兵的诚挚关心和敬意。

工行上海分行表示，“随军
行”军人服务提级举措的推出是
工商银行心系国防和军队建设，
用心服务部队和广大官兵的重
大举措。工商银行将以各项服
务举措的落地实施为契机，持续
努力打造优质、常态、长效的军
人服务机制，赢得广大官兵的认
可和满意。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实习生 周逸伦

本报讯 打新黑名单规模
创出历史新高。日前，中国证
券业协会发布2017年第3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
公告》，将参与去年11月至12月
52个IPO项目的新股网下申购过
程中，违反相关规定的1012个股
票配售对象列入黑名单。这也
是证券业协会公示打新黑名单
两年多来，数量首次破千。

打新黑名单自2016年以来
呈现逐次上涨的势头，中证协

于今年2月、5月发布的前两批
网下打新黑名单，涉及配售对
象分别为 309 个和 514 个。这
次黑名单规模甚至超过了今年
前两批黑名单数量的总和。如
此快速的增长幅度显示出监管
层严厉的监管态势。

记者注意到，在最新的一
批黑名单中，受罚账户多为个
人投资者。黑名单中，个人投
资者共计 887 名，占比大约为
87.6%。这也意味着，在未来六
个月或一年的时间内，上述黑
名单对象将与网下打新无缘。

中证协公布今年
第三批网下打新黑名单

年中时点过后，银行理财

收益率呈现小幅下滑，但市场

拼抢仍较为激烈，不少银行理

财产品的收益维持在 5%以上。

在金融业聚焦防风险的背景

下，当前市场情绪整体偏保守，

投资人风险偏好正悄然转变，

选择理财产品的关键逐渐由

“高收益”转向“安全稳健”。

理财收益略有回落
上海市民戴小姐是银行理

财业务的“常客”，她告诉记者

最近常收到银行发来的理财信

息，不少产品收益率在5%以上，

甚至还有5.4%的。记者从浦发

银行上海一家网点发布的理财

产品信息看到，近期一款 35 天

期的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

品，5万元起购，年化收益达5%。

其实，从去年 10 月开始银

行理财收益率不断攀升，今年6

月底更是达到高峰。融 360 监

测数据显示，自 2016 年 10 月至

2017年6月，银行理财产品平均

预期收益率呈现连续上涨，从

3.65%升至 4.4%。其中，6 月银

行理财预期收益率在5%以上的

产品达1934款，发行数量为5月

的5倍之多。

即便银行“年中大考”已经

过去，银行理财热度仍然不减，

个别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理财

产品收益率保持在5%以上。

理财收益波动往往和市场

资金面相关。7 月份央行通过

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实施净投放

4700 亿元，连续第四个月呈现

净投放。伴随市场资金面有所

宽松，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开始

小幅波动。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7

月前三周，封闭式预期收益型

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呈连续

下滑，降至 4.55%，直到最后一

周才略有回升至4.57%。

人民银行年中召开的分支

行行长座谈会提出，今后一个

时期，将继续保持货币信贷适

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业

内人士认为，下半年开始，资金

面维持紧平衡状态，市场利率

趋稳，短期内银行理财收益激

烈拼抢局面或有所缓解。

流动性偏紧考验银行管理
上半年，银行理财收益率

一路飙升的背后，是货币市场

利率的全面攀升。

“上半年整体流动性偏紧，

银行间利率上行，部分大行手

握资金不敢放，中小银行也喝

不到水，所以很多银行都对理

财资金‘望眼欲穿’，推动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持续上涨。”一位

股份制银行资管部门人士表

示。

当前，银行理财资金第一

大投向就是购买银行存款、债

券等流动性工具。社科院的报

告显示，从 31 家上市银行年报

数据分析来看，2016 年银行保

本、非保本理财规模中，流动性

资产资产占比均值约为36%。

另外，自从央行将差别准

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

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

（MPA），原来只关注时点数据

的银行平日揽储压力明显增

大，这使得其不得不用高收益

的理财产品来“拉拢客户”。

与此同时，余额宝等互联

网理财产品日渐丰富，收益率

也颇具竞争力，推高了银行理

财收益率。6月末，余额宝规模

达1.43万亿元，已经相当于一家

中型银行的全部客户存款规

模。在“宝类”产品的积极扩张

的影响下，银行势必会保持理财

产品的吸引力以便与之对抗。

融360分析师刘银平表示，

今后，市场资金流动性整体来看

还是偏紧，银行长期资金压力并

没有减轻，短暂回调之后，未来一

段时间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仍

可能走高。 据新华社电

“年中大考”后银行理财热度不减

你的理财收益“破五”了吗
[相关链接]

总规模达2781亿元，较去年底增幅达59.74%

今年短期理财基金规模出现井喷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夏日炎炎，吃坏肚
子怎么办？申城的生活服务平
台开始通过引入专业的第三方
保险服务，吸引优质商家，为消
费者提供更有保障的用餐消费
体验。记者昨日获悉，美团点评
联合中国人保财险上海市分公
司及40多家长宁区优质商户举
行了食品安全责任险启动仪
式。上海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领导、人保财险上分高
管、美团点评集团首席食品安全
官出席了当天的活动。启动仪
式上，美团点评与人保财险合力
搭建的线上投保平台于当天正
式启动运营，美团点评的所有食
品经营商户将可便捷、快速地购
买“食品安全责任险”。据悉，首
期试点对象为分布在长宁区的

150家美团点评食品商户。试
点完成后，这一合作模式将会迅
速向全国范围推进。

食品安全责任险，是指被保险
人在保险合同列明的经营场所内
生产、销售食品，或现场提供与其
营业性质相符的食品时，因疏忽或
过失致使消费者食物中毒或其他
食源性疾患，造成消费者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所应担负的责任，由保
险公司在限额内负责赔偿。

记者获悉，这次人保财险上
分公司为美团点评的商户提供
了限时优惠的食责险保险方案，
消费者半年内在这些投保的商
户消费，包括外卖、团购、买单，
如果出现食品安全方面意外，最
高可获得20万元责任保障；而
投保商户，每次事故有最高50
万元的责任保障，年累计最高
50万元的责任保障。

申城生活服务平台携手
险企力推食品安全责任险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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