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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周刊  
 

 

 

2、理财产品综述  

【用益信托工作室】据用益信托工作室不完全统计，上周共有 16 家信托公司

发行了 31款集合信托产品。 

【普益财富】上周银行共发行 638 款产品。上周银行发行 283 款债券和货币

市场类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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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市场回顾 

   

新闻资讯                              
 

☞  黄金基金受益金价反弹 QDII 表现好于黄金 ETF 

【羊城晚报】受益金价反弹，跟踪黄金价格的 4 只黄金 QDII 净值均止跌反弹，国内的几只黄金 ETF 基金也联袂上

行，由于汇率的影响，QDII 基金的表现略好于国内的黄金 ETF，不过国内的黄金 ETF 交易费用低，可以当天循环交易，

之前在高位套牢的投资者可以通过短线操作降低成本，逐步解套。                                        [全文] 

 

☞  银协吹风规范存款剑指余额宝：收益率或降 2 个点以上 

【新京报】在近期连续受到质疑后，余额宝、理财通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又有了新的挑战。据记者了解，中国银行业

协会近日研究出台相关自律规范文件规范银行相关存款利息，部分业内人士和专家还建议，取消“一系列存款优惠”，

“宝宝”们高收益将面临挑战。                                                                      [全文] 

 

☞  持国外驾照出车祸保险公司可拒赔 

【经济参考报】温州市一名司机持境外驾驶执照上路出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拒赔该司机责任所致的修理费。温州

市鹿城区法院判定：持境外驾驶证未经在我国通过考核的，视为无证驾驶，保险公司可拒赔。                [全文] 

 

☞  内地首家小贷担保公司跻身 H 股 拟融资 28.45 亿港元 

【中财网】继内地首家坏账处置公司信达资产先行赴港上市后，内地最大的小贷担保公司也将登陆 H 股。自今日

起，瀚华金控将进行 H 股招股，拟融资 28.45 亿港元。瀚华金控正式登陆港交所后，将成为 H 股首家上市的小贷担保公

司，同时也是沪港深三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只小贷担保股。                                                [全文] 

 

☞  近九成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上浮 购房成本再提 
 

【经济参考报】根据全国 22 个城市的 69 家银行分支机构调研结果显示，相比 2013 年末，仅剩 2 家银行仍有优惠

利率，近 4 成银行的首套房贷利率上升 5%到 15%不等。从全国来看，全国近 9 成银行首套房贷利率升至基准甚至上浮 5%

到 10%，个别上浮 20%。                                                                             [全文] 

 

☞  银行理财产品门槛从 5 万降到 1 万 平民理财时代或至 

【财经网】互联网理财来势凶猛，银行业被打得措手不及，面对互联网理财低门槛、方便等特点，目前银行已开始

酝酿大规模反击。日前，平安银行重庆某支行网点推出了起点为 1 万元的理财产品，打破了此前银行理财产品必须 5 万

元起的惯例，且预计年化收益根据投资期限不同从 6.4%到 6.8%不等。                                     [全文]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4-02-28/812976.html
http://finance.caijing.com.cn/2014-02-28/113966704.html
http://www.jjckb.cn/invest/2014-02/28/content_493554.htm
http://www.jjckb.cn/invest/2014-02/28/content_493554.htm
http://industry.cfi.cn/p20140228000677.html
http://industry.cfi.cn/p20140228000677.html
http://finance.21cbh.com/2014/2-28/2MMDA1ODlfMTA4MDI2Mg.html
http://finance.21cbh.com/2014/2-28/2MMDA1ODlfMTA4MDI2Mg.html
http://finance.caijing.com.cn/2014-02-26/113956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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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资讯 

 

理财攻略                              
 

☞  提前还房贷不如优化投资 

【广州日报】对于买房、买车而身负贷款的“房奴”、“车奴”，理财专家建议，从目前各类产品的利率差异来

看，将这些余钱投向一些稳健的理财产品，可能更好于提前归还所欠的银行贷款。                          [全文] 

 

☞  2014年保险理财建议：买养老险先算出合适的额度 

【重庆晨报】理财师认为，应该先买纯保障类险种，如意外险和意外医疗保险，再买子女教育险、养老等保险。普

通市民应该买什么保险，注意些什么？                                                                [全文] 

 

☞  资产配置 守定律知变通 

【华夏理财】如果你在找一个可以放任不管，但在任何环境下都仍会产生不错回报的投资组合，那么这个投资组合

会由哪些东西组成呢？                                                                              [全文] 

 

银行服务                             

☞  申请招行全币种信用卡 享日本精彩之旅 

   【招商银行】 条款细则 ————[详情]                                       

                                                                               
 

 

 

 

 

收藏拍卖                             
 

☞  翡翠饰品将占国际珠宝市场主流地位 

【盛世收藏】随着全球复古风潮的回归，中国传统元素被重新唤醒。时尚年轻人不再仅把目光局限在钻石、黄铂

金、彩宝等，而是越来越懂得欣赏独具古典含蓄美的翡翠。绿翠的艳丽、紫翠的迷情、墨翠的沉稳、冰种翡翠的剔

透……不管是何种翡翠，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韵味。                                                    [全文] 

 

☞  紫砂壶：纯手工孤品值得收藏 

【今晚经济周报】随着紫砂壶收藏市场的日益壮大，不少对此有爱好的收藏者逐渐趋于理性。人们更看重这件东西

是否出自名家，但往往忽略掉是否是纯手工制作。紫砂壶按照成型手段可以分全手工壶、半手工壶和模具壶三种。其

中，以全手工壶价格最高，收藏价值也最高。                                                          [全文] 

 

 

http://finance.qq.com/a/20140228/013572.htm
http://finance.qq.com/a/20140228/013572.htm
http://finance.qq.com/a/20140225/011092.htm
http://money.cnfol.com/licaigonglue/20140221/17051744.shtml
http://cc.cmbchina.com/Promotion/DetailInfo.aspx?guid=f8c1c10b-82cc-4fce-98ec-72b8cb594cdc
http://collection.cnfol.com/touzihangqing/20140228/17118170.shtml
http://collection.cnfol.com/touzihangqing/20140228/17118170.shtml
http://collection.cnfol.com/zishas/20131204/164631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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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资讯 

 

投资名人                                    

☞  吴伟志-中欧瑞博总经理 

【私募排排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有19年证券从业经验，先后就职于赛格集团财

务公司证券部、特区证券、远东证券、华西证券等机构。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两个牛熊循环

周期，积累了丰富的投资实践经验，投资风格以成长投资为主，擅长在非周期行业内发掘长

期成长股，投资理念和操作风格成熟稳健。                                    [全文] 

 

 

☞  唐伟晔-倚天阁投资总经理 

【私募排排网】香港证监会SFC持牌人，8年信合东方投资管理经验 ，5年美国IBM公司

太平洋开发中心(温哥华)软件编程经历，3年《星岛日报》美国旧金山总部财经版编译经

历，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传播系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学

士。                                                                      [全文] 

 

 

☞  徐成宏-环球金汇网首席分析师 

【东方财富网】多年来从事技术研究，擅长运用K线理论、K线形态和均线理论等，长期对欧洲、美国经济基本面进

行跟踪，对贵金属投资市场、外汇市场和全球经济动向有着独到的分析见解，有着丰富的操盘经验和交易方法及技巧，

善于发现和把握机会，精通短线交易，其精准的短线交易策略更是得到广大投资者的认可。交易理念：严格遵守纪律和

良好的心态方能在市场上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全文] 

 

☞  王鹏辉-景顺长城基金副总经理 

【51资金项目网】王鹏辉，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职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7年9月

至今同时担任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和景顺长城内需二号基金经理。2014年1月23日起出任景顺长城基金副总经理。曾先后

担任深圳市农村商业银行资金部债券交易员、长城证券研究员。2003年1月，王鹏辉加入融通基金，任行业研究员。

2007年3月加入景顺长城基金，任投资总监。2007年9月起担任景顺长城内需增长、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基金经理。

2013年8月起担任景顺长城策略精选基金经理。2014年1月23日起出任景顺长城基金副总经理。                [全文] 

 

http://dc.simuwang.com/?mod=manager&manager_id=PL000000E8
http://dc.simuwang.com/?mod=manager&manager_id=PL000000M8
http://dc.simuwang.com/?mod=manager&manager_id=PL000000M8
http://mingjia.eastmoney.com/Forex/xuchenghong
http://mingjia.eastmoney.com/Forex/xuchenghong
http://renwu.51zjxm.com/people/20140215/2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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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资讯 

 

理财论坛                                    

 

☞  凤翔投资：中国房地产早已疯狂 创业板风险很大 

【私募排排网】中国股市现在标的太少，选择好股票的难度比美国这样的市场要大，现在习李组合的方向就是把更

多的行政监管取消掉，让好公司上市更加容易，长远来看这肯定是利好市场的，短期来看，创业板等股票可能面临很大

的压力。                                                                                          [全文] 

  

☞  罗伟广首次透露牛市判定指标 2014 年看好消费股 

【理财周报】“现在就是一级市场并购最黄金的时候。”在采访的尾声，罗伟广再次把话题拉回了 PE 上，这位

2009 年的阳光私募冠军，因为 2011 年对于二级市场时机把握不准，过早买入新兴行业个股，并在 2012 年的成长股熊市

中业绩不佳而遭遇产品赎回。                                                                         [全文] 

 
 

☞  债市或迎中期行情 

【中财网】对市场利率极度敏感的债市，或因市场利率的不断下行而催生一波中期行情。多位基金经理指出，如果

央行政策无重大转向，资金面宽松局面延续，债券市场目前仍处于一个不错的中期“买点”。富国基金表示，目前债券

一级市场供给压力不大，总供给增加 2222.5 亿元；其中，利率债 1190 亿元，信用债 1032.5 亿元，信用债以短融为

主，整体评级较高。                                                                                 [全文] 

 

☞  银行收紧融资 慎选地产类信托 

【齐鲁晚报】由于去年额度紧，一批额度大的房地产授信被拖到了今年年初，导致了今年流向房地产融资在内的冲

量太猛，一些银行的存贷比已经逼近上线。作为“吃贷老虎”的地产类融资不可能放弃对资金的追逐，这也就造成了流

向非标资产、信托理财的资金最终流向依然是房地产领域，考虑到近期地产投资的种种不明朗，对于一些三线、四线城

市的信托类、有限合伙类理财产品，投资者要慎重选择。                                                 [全文] 

 

☞  投资者应警惕互联网保险产品收益风险 

【新闻晨报】互联网保险正在给保险业带来一场变革。各大互联网企业纷纷成立保险电商平台，并主推高收益的保

险理财产品，其产品的大卖给网络保费带来增长。然而投资者在面对高收益吸引的同时，也需警惕可能存在的收益风

险。                                                                                               [全文] 

 

http://news.simuwang.com/scoop/00/20140220/166809.html
http://news.simuwang.com/scoop/00/20140220/166809.html
http://simu.howbuy.com/news/2014-02-24/2133467.html
http://simu.howbuy.com/news/2014-02-24/2133467.html
http://money.cfi.cn/p20140227000294.html
http://money.cfi.cn/p20140227000294.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9,20140227364114360.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9,20140227364114360.html
http://money.eastmoney.com/news/1690,201402283643588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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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 

 

产品周评                               

☞ 用益集合信托产品周评（2014.02.17-2014.02.23） 

【用益信托工作室】 

 

目录 

一、发行及成立情况：成立市场缓慢回升 2 

二、期限及收益分析：平均收益微涨，1-1.5年期产品收益最高 3 

三、资金运用方式：证券投资类产品量多规模小 5 

四、投资领域：金融领域继续发力，房地产市场低迷 6 

五、清算情况 8 

六、一周信托市场点评 8 

1、信托公司战略调整：“保兑付”取代“冲规模” 8 

免责申明 9 

联系方式 9 

据用益信托工作室不完全统计，本周共19家信托公司参与成立了57款产品，成立规模约为39.25亿元。与上周相

比，本周成立 开始缓慢回暖，成立产品数量和规模都有所上涨，其中产品数量增加了29款，而融资规模更是大涨

145.01%。但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成立市场仍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从统计数据来看，本周由外贸信托成立的 “竞越3号

贵州路喜循环经济产业基地发展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二期）”融资规模3.99亿元，为本周成立规模最大的产品；而

本周融资规模最小的为云南信托的“瑞滙集合资金信托计划A类第48期信托单元”，融资规模仅为200万。截至本周，2

月共成立产品111款，募集资金68.84亿元，较上月同期下降有所下降。 

 

 

 [全文] 

 

http://www.yanglee.com/studio/infoDetail.aspx?NodeCode=105024004002&id=10000804725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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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生活 
 

 

 

收藏保养                             
                                       

 

☞  腕表课堂：名表为何需要定期保养？ 

【腕表之家】由于结构上的需要，市面上大多数名表都有标明是防水的，但也有部分标明不防水，以能否防水区别

腕表的好坏是不科学的分类，但无论腕表是否标明防水，作为爱表的你，还是需要定期为腕表做做保养，延长腕表机芯

的寿命。                                                                                          [全文] 

 

 

出行签证 你有                            

 

☞  2014年签证新政手册 

【21世纪经济报】45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落地签证政策截至2014年1月1日。45个国家（地区）对持

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个人因私前往实施免签、落地签证政策。和中国互免普通护照签证(4个)：圣马力诺、塞舌尔、毛

里求斯、巴哈马。单方面对中国普通护照免签(6个)：萨摩亚、海地、韩国济州岛地区、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塞

班岛）、英属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英属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                                      [全文] 

 

☞  签证官拒签的理由 

【经济观察报】你被拒签过吗？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得分情况。如果你去的地方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被拒的可

能性很小。中国人民在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相比于这些国家还是有优势和被信任的。这不，最新消息，已经有

包括圣马力诺、黎巴嫩、东帝汶、科特迪瓦等 45 个国家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或落地签待遇嘛！但如果去美国等发达国

家，仍需要有足够的财力做担保，或者无形中你的职位、工作、公司、经历都是另一种信用证明。否则，拒签的可能性

还是很高的                                                                                        [全文] 

 

http://watch.chinaluxus.com/wkp/20131217/290482.html
http://www.jjckb.cn/invest/2014-02/25/content_493010.htm
http://www.jjckb.cn/invest/2014-02/18/content_4917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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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规划 

 

投资案例                             

年入 14万 如何实现买房买车教育规划 

 

【理财案例】 

王先生今年 30 岁，年税后收入 8.4 万元左右。爱人今年 28 岁，年税后收入 6 万元左右。夫妻双方都有北京

市五险一金的社保。儿子今年 1岁，还未上幼儿园，有一份万能险，年缴费 6000元。 

全家一年的生活开支 6 万元左右；目前王先生一家住在父母家，因此没有房租支出；每月固定存款 2000 元左

右，存期为一年，目前有固定存款 8000 元。还有 2 年儿子就会进入幼儿园，预计入园之后每年额外需要花费 1 万

元。双方父母均已退休，每月给女方父母 1000 元。金融资产投资方面，有 3.6 万元投入在汇添富现金宝中，年化

收益为 6%，可以随时支取。另外有 9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年化收益 10%，明年 11月到期可赎回。 

 

【理财目标】 

1、消费支出规划---购房：希望尽早在北京购置一套 100平米房屋(20000元左右)； 

---购车：希望购买一辆 15万元的车； 

2、教育规划---为儿子上幼儿园做准备； 

3、保险规划---购买商业保险增加保障； 

4、养老规划---父母及夫妻双方自身的养老规划。 

 

【财务分析】 

1、财务状况分析 

家庭资产负债表 

…… 

2、理财分析 

从该家庭目前的状况来看，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夫妻二人在抚养小孩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同时还面

临买房买车、孩子上学的多重压力，因此，对于夫妻二人而言，一定要做好理财规划，才能实现财务自由。 

1)、王先生一家的流动比率为 8.78，偏高，因此可以适当减少流动性资产在整个资产中比率，这样在保证家

庭不时之需的同时，还能提高资产的收益率，对该家庭而言是十分关键的。 

2)、该家庭的消费支出指标为 50%，虽然属于正常的消费区间范围[40%，60%]，从现阶段该家庭的情况而言，

维持最低的消费区间即可。 

 

点击链接全文 

来源：金融界 

http://money.cnfol.com/licaiguihua/20140228/171185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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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新品 

 

 

【基金理财新品】（币种：人民币） 
 

 

序号 产品名称 基金管理人 基金经理 基金托管人 类型 

1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股票 华润元大 张仲维 建设银行 股票型 

2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支付 景顺长城 汝平 毛从容 工商银行 债券型 

3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 建信基金 姜 锋 光大银行 混合型 

4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 东吴基金 程 涛 农业银行 混合型 

5 申万证券 申万菱信 张少华 工商银行 股票型 

 

来源：金融界 

 

 

【银行理财新品】（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序号 产品名称 银行名称 类型 期限 是否保本 起始金额 
预期年收

益率 

1 天天万利宝 兴业银行 组合型 35天 否 5万 5.70% 

2 汇理财稳利系列 浦发银行 组合型 35天 是 5万 4.80% 

3 同享盈计划 浦发银行 组合型 35天 否 5万 5.80% 

4 增盈增强型 华夏银行 票据型 64天 否 5万 5.75% 

5 非凡净值系列 民生银行 组合型 7天 否 20万 ---- 

6 富聚财富 富滇银行 组合型 85天 否 5万 5.50% 

7 安心得利 农业银行 组合型 42天 否 5万 5.30% 

8 共赢 中信银行 组合型 90天 否 5万 5.60% 

9 T计划 光大银行 组合型 83天 是 5万 5.70% 

10 富融平衡 富滇银行 票据型 36天 否 5万 5.40% 

11 鼎鼎成金 招商银行 组合型 70天 否 5万 6.00% 

 

来源：第一理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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