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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网上出售的“1亿元
小目标”纪念章，花不到10元就
可以买一个，不过其高仿1元人
民币硬币图案，涉嫌违规违法。

“先定一个小目标，比如挣
一个亿。”去年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在某个节目中说的一句
话曾红遍网络，单单是听这个数
字就把网友们吓了一大跳，这应
该是绝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敢
想的目标，于是有商家就此“1
亿元小目标”衍生的一款“1亿
元硬币”，花不到10元就可以买
一个。

李先生前几天就收到朋友
送的“1 亿元小目标”纪念章，

“刚拿到手的时候，真的就以为
是1元纪念章，就是1元硬币的
面值改成了1亿元，尺寸稍微大
一些，有人说是网红品种，其实
也就是讨喜罢了。”

记者发现，淘宝上确实有许
多网店在售卖这款“1亿元小目
标”纪念章，不过说是网红有点
言过其实，销量多的网店也卖出
不到 1000 件，价格也从 5 元到
15元不等，有锌合金镀银、镀金
款，还有放在中国结的亚克力圆

盒子里，作为车挂使用的。
一个网店店家表示，这款

“1亿元小目标”纪念章属于一
种纪念章，此纪念章可供欣赏不
是纪念币，而纪念币是国家正规
机构发行的。不管做工如何精
致、包装如何精美，“1亿元小目
标”也只不过就是个简单的小礼
品、装饰品罢了，一些人只是花
10元买个讨口彩。

只是“1亿元小目标”雕刻
图案与1元硬币真币确实多处
雷同。其正面图案与第四套人
民币1元牡丹硬币几乎相同，只
是把1元硬币的面值改成了“1
亿”，汉语拼音也从“YI YUAN”变
成“YI YI”。背后则采用了第五
套人民币1元硬币的图案，主图
为菊花图案，从雕刻来看，也与
真币非常相似，背面还刻有“先
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如挣
它1个亿”字样。

有业内人士担心，这种纪念
章如果高仿人民币图案，足以以
假乱真。根据《人民银行法》、《人
民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
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模仿人民币
式样印制宣传品、出版物，或在其
他商品上印制人民币图样。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根据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的数据显示，昨日人民
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6293，
较前一交易日上涨60个基点。
续前日继续创下自2016年8月
19日来新高。而在盘交易阶段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破6.6
关口。与人民币升值相对应的
是，美元指数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下跌。截至发稿，美元指数
跌破92关口，达到91.7607。

今年以来人民币稳步升值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呈现出了稳步升值态势，从去
年年底最低的6.9666一路升值
到目前的6.6左右。特别是在今
年5月，央行将“逆周期因子”加
入到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定价
公式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速度
有所加快。从年初至今，人民币
对美元升值幅度近5%。

短期内，美联储主席耶伦在
会议上对货币政策“避而不谈”，
更多强调应温和地调整金融监
管；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也未提
及退出QE路线，但表态称全球及
欧元区经济复苏增强，并肯定了
QE政策对欧元区经济稳健复苏
的贡献。两位重量级“大佬”的表
态均比预期更偏鸽派，导致美元
走弱，人民币兑美元相应升值。

央行参事盛松成此前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人民币汇率已经

趋于稳定，预计下半年汇率依然
会维持稳定，甚至有所升值。他
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年底到
6.6甚至6.5是完全有可能的。

海通证券最新研报指出，
今年以来美国复苏放缓，而欧
元区经济回升更为稳固；政治
方面，特朗普新政推行远低于
预期，荷兰、法国等大选政治风
险排除，又引发市场对于欧央
行退出宽松的猜想。因而，美
元指数半年内从103迅速回落
到93左右，大多数其他主要货
币对美元也都有明显涨幅，而
人民币涨幅远低于同期除港币
外的其他货币，人民币的近期
飙升也存在补涨因素的驱动。

中国企业产品更具竞争力
对于老百姓来说，人民币升值

并不会给平时的日常生活带来显
著的变化。但是，一旦个人进行涉
外交易，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首先是，购买进口商品更便
宜了。人民币升值了，居民对国
外商品的购买力增强。普通人
购买进口的化妆品，外国品牌奶
粉、奢侈品包括服饰、皮包、手表
等实际的开销都会降低。

有跨境旅游计划的居民的
开支也会降低，去美国旅游的住
宿、机票、吃喝开销都会大大的
降低。留学生出国留学的路费、
学费、生活费也会大大的减少。

而随着中国企业进口原材料
的增加，采购成本也在降低，进口
原材料的企业可以从汇率升值中
得到额外利润，而成本的降低也
可以给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中增加
竞争力，给降价提供空间。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近两个月以来，可
转债市场强劲反弹，带动了可转
债基金业绩明显提升。而随着
可转债供给的加速，机构普遍认
为，可转债投资进入供需两旺的
阶段，可供选择的品种增多，投
资者可借道可转债基金“分羹”。

可转债基金业绩大爆发
今年以来，可转债市场先抑

后扬，近期整体保持强势，相关可
转债基金收益也绝大多数由负转
正，并获取不俗的正收益。

据 Wind 统计显示，今年以
来18只可转债基金皆取得正收
益；近3个月，全部可转债基金
皆取得正收益，其中，前海开源
可转债、长信可转债及富国可转
债取得12%以上的收益。

为何可转债基金成为下半
年开局的一匹黑马？实际上，出
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可转债估
值处于历史低点，同时，权益市
场、债券市场逐步回暖等也触发
了可转债的上扬。

对于下半年的可转债行情
好转，一位可转债基金经理表
示，本轮转债行情启动的背景是
整体估值处于历史相对低位，较
低的估值水平成为本轮转债行
情启动的基石。另外，权益市场
与债券市场的阶段性回暖是本

轮行情的重要触发因素。权益
方面，以沪深300为代表的蓝筹
板块，尤其是消费属性较强的行
业龙头表现最为亮眼。债券方
面，在经历了近两个季度的持续
调整后，随着利空因素的边际缓
和，亦出现反弹势头，尤其是流
动性预期大幅好转。基础资产
的回暖推动转债市场走强，并呈
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

“近期可转债正迎来投资风
口，一方面今年以来大盘股涨幅
较大，一些银行类可转债表现突
出；另一方面，可转债类型较多，
不仅有受益于供给侧改革的传
统产业，还有代表经济转型方向
的新兴产业，投资热点异彩纷
呈。这是可转债上涨的根本原
因。”

市场发行量扩容存机遇
与可转债基金收益走强相

对应的现象是可转债发行量的
增加。今年以来，共有133家上
市公司发布了可转债发行预案，
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的10倍，
总金额达到了3424亿元。截至
目前，已有13个可转债发行预
案获得了证监会批准。

国开证券研究部副总经理
杜征征认为，可转债发行升温主
要是由于上市公司对融资的需
求依旧强劲，而监管层在规范和
收缩再融资的同时，正在为可转

债的发行开启“绿色通道”。
可转债发行升温带动了可

转债基金可投资标的的增加，也
让基金公司对于可转债基金下
阶段行情的态度乐观。一家公
募基金固收团队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我们认为可转债市场行
情有望延续。原因主要包括，货
币政策再次大幅趋紧的概率并
不大；考虑到目前国内基本面较
为平稳，我们对年内股市相对乐
观。”

不过业内也有偏向谨慎的
观点。有基金经理认为，本轮转
债市场估值修复的过程存在一
定合理性，但未来能否进一步走
强，仍取决于正股表现。这当中
存在如下几个不确定因素：一是
宏观经济能否延续当前的低位
平衡状态；二是金融监管未来的
演进方向与力度，以及这一过程
中市场的反馈效应如何；三是转
债市场新增供给的释放速度。

可转债市场投资机遇显现，
可转债基金表现抢眼。但是可
转债属于小众投资，普通投资者
该如何参与其中？基金分析人
士建议，由于可转债属于金融衍
生品，投资专业性较强，普通投
资者若不太熟悉投资规则，很有
可能在转股前买入从而造成较
大损失。建议普通投资者借道
可转债基金进行参与，享受可转
债上涨行情的收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上市银行中期业
绩披露行至中期，不同于往年
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势头，银
行业今年上半年主动对业务结
构进行调整，因此在披露中期
业绩的同时，各家银行还汇报
了结构优化取得的成果。

日前，中信银行公布了
2017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
显示，在2017年上半年，中信银
行盈利能力持续提升，资产质
量总体可控，业务规模适度增
长，实现净利润240.11亿元，同
比增长1.74%；资产总额为5.65
万亿元，较上年末下降4.72%。

“今年以来‘降增速、提转
速、调结构’的举措初显成效。”
该行相关人士介绍，截至报告
期末，中信银行集团资产总额
5.65 万亿元，比上年末下降
4.72%，客户贷款总额3.09万亿
元，比上年末增长7.41%；客户
存款总额3.45万亿元，比上年
末下降5.11%。

光大银行的半年成绩单则
显示，上半年该行集团实现净
利润 169.72 亿元，同比增长
3.06%；不良贷款率1.58%，较年
初下降0.02个百分点；拨备覆
盖率152.17%，较年初上升0.15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1.86%，
较年初上升1.06个百分点。

该行相关人士介绍，在总

量平稳增长的同时，按照“有保
有压”的原则，该行积极稳妥推
进资产结构调整。一方面，顺
应监管政策导向，规范发展同
业业务，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
总量较年初有所下降；另一方
面，专注主业，扎实发展基础性
存贷款业务，一般存款较年初
增 长 7.09% ，贷 款 总 额 增 长
9.42%。上半年日均核心存款占
比 78.24%，同比提升 7.44 个百
分点，存款增长质量提升，上半
年存款成本同比下降 19 个基
点。

日前，民生银行也发布了
2017 年中期业绩。据悉上半
年，民生银行集团（包括民生银
行及其附属公司）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0.88亿
元，同比增长 8.65 亿元，增幅
3.18%。据介绍，上半年该行也
审时度势，主动收缩业务规模，
业务经营顺势而为，经营结构
持续优化。其中民生银行集团
总资产规模5.77亿元，比上年
末 下 降 1286.68 亿 元 ，降 幅
2.18%。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质
量方面，截至6月末，民生银行
集团不良贷款余额456.1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41.75亿元，增幅
10.08%；不良贷款率 1.69%，比
上年末上升0.01个百分点；拨
备覆盖率153.33%，贷款拨备率
2.58%，比上年末略有下降。

上市银行中报继续披露
各家银行不断优化结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一年新高
购买进口商品更便宜了 出境游、留学成本降低

扩容加速迎来投资风口

投资者可借道可转债基金“分羹”

以第四套人民币1元硬币图案为高仿参照物

“1亿元”纪念章涉嫌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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