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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 瑶 

直线(Tel): 400-166-0269 

邮箱(Email): service@jiuyanc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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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家信托公司

发行了 37款集合信托产品。 

【普益财富】上周银行共发行 739 款产品。上周银行发行 294 债券和货币市

场类财产品。 

 

上周回顾 

 

1、金融市场 

 

亮点聚焦 

理财资讯       【理财攻略】  别让你的投资过于分散 

              【银行服务】  购港澳机票，赠 500元刷卡金 

              【收藏拍卖】  如何区分手工和机器雕刻的翡翠？ 

              【投资名人】  刘星-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总经理 

              【理财论坛】  资管和信托俩个集资通道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分析报告      【产品周评】  用益集合信托产品周评 

 

财富生活       【运动健身】  天气渐热 游泳你准备好了吗 

              【教育资讯】  顶级神秘学府 美国深泉学院               

 

 

昆明玖言理财咨询有限公司 
 

昆明·盘龙区北京路 612号银海国际 B座 

客户服务热线：400-166-0269 

传真（Fax）：86-871-63137792 

邮政编码：650051 

公司网站：www.jiuyancf.com 

 

司蓉蓉  Si Rongrong   理财经理 

-------------------------------- 

手机(Mob):  86-15925103007 

直线(Tel):   86-871-63139552 

邮箱(Email): sirr@jiuyancf.com 

 

 
 

刘矿嫔  Liu Kuangpin   理财经理 

-------------------------------- 

手机(Mob):  86-13608885069 

直线(Tel):   86-871-63135717 

邮箱(Email): liukp@jiuyancf.com 

 

 

 

李红林  Li Honglin     理财经理 

-------------------------------- 

手机(Mob):  86-18787112568 

直线(Tel):   86-871-63187508 

邮箱(Email): lihl@jiuyancf.com 
 

 

 

陆一平  Lu Yiping    理财经理 

-------------------------------- 

手机(Mob):  86-13888800553 

直线(Tel):   86-871-63135135 

邮箱(Email): luyp@jiuyancf.com 
 

 

 

刘子剑  Liu Zijian    理财经理 

-------------------------------- 

手机(Mob):  86- 13888775494 
直线(Tel):   86-0871-63187508 

邮箱(Email): liuzj@jiuyanc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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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市场回顾 

  

 

新闻资讯                              
 

☞  银行出售理财产品风格逆转 八成产品为中长期 

【广州日报】流动性充裕银行出售理财产品风格逆转，昨天在售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6.1%(含)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共

计 28 款，其中八成理财产品为中长期，最长投资期限去到 719 天，但收益率仅为 6.8%。而在去年同期，银行理财产品

的销售八成为短期。                                                                                [全文] 

 

☞  4 月信托产品发行 493 款创历史新高 

【第一信托网】据机构统计，2014 年 4 月信托行业共发行了 493 款集合信托产品，参与发行的有 59 家信托公司，

相比往年，信托产品发行数量环比上升 125 款，增幅达到 33.97%。其中，房地产信托收益率低于实业、基建。 [全文] 

 

☞  金融监管层稳楼市：银行不许停个人房贷 

【腾讯财经】在各地住房成交量陆续坠入冰点之际，金融监管层抛出了稳定楼市的措施。昨日，央行和银监会召集

各银行负责人，要求提高贷款发放和审批效率，不许停止个人购房贷款。                                  [全文] 

 

☞  A 股首现上市银行高管增持 交行高管自购 56 万股 

【北京商报】交通银行发布公司高管集体增持股票的公告。上市银行高管集体自掏腰包从二级市场增持自家股票，

在 A 股市场尚属首次。有分析人士称，此举产生的示范效应可能提振市场信心。该行部分董事和高管分别于 5 月 13 日

和 14 日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 A股股票，合计 56万股。                                      [全文] 

 

☞  年内 465 起基金经理变更创纪录 全年或突破 1000 起 
 

【证券时报网】人才是资产管理行业最大的资产，今年基金行业却遭遇巨大的人才流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经

发生了 465 起基金经理变更，处于历史变动最高潮。其中超过 200 只基金涉及基金经理离任。若按照目前公募基金总数

2000只(A/B 类分开)计算，即有 23%左右的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更。                                      [全文] 

 

☞  四月份逾万亿住户存款疯狂搬家 

【大洋网】4 月人民币存款减少 6546 亿元，同比多减 5545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 1.23 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

款增加 1715 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 5621 亿元。分析认为，超万亿的住户存款遭到分流，预示互联网金融大环境下，金

融机构存款进一步流失。4月前两周，工、农、中、建四大型银行存款呈现高达 1.9 万亿元的负增长。        [全文] 

 

 

 

http://finance.qq.com/a/20140514/034159.htm
http://www.dyxtw.com/news/20140515112260.html
http://finance.qq.com/a/20140513/033374.htm
http://finance.qq.com/a/20140513/033374.htm
http://finance.21cbh.com/2014/5-15/yOMDA1ODlfMTE2NDQyOA.html
http://www.howbuy.com/news/2014-05-15/2337246.html
http://www.howbuy.com/news/2014-05-15/2337246.html
http://www.cs.com.cn/xwzx/jr/201405/t20140513_4388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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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资讯 

 

理财攻略                              
 

☞  聪明消费的小窍门 

【她理财】多年来，我也走过很多消费误区，现在形成了还算比较理性的消费习惯和我自认为还算比较健康端正的

消费观，写出来跟大家分享！买东西的唯一原则是：必须实用、坚持预算后再消费。                        [全文] 

 

☞  投资债券的几种方式比较 

【她理财】买国债，也算是“玩债”的一种方式，买国债这里就不说了，而除了买国债，还可以直接买公司债券，

或者购买债券基金，以及买与债券挂钩的银行理财产品，这几种方式各有各的优势，接下来就一一介绍一下。 

                                                                      [全文] 

 

☞  别让你的投资过于分散 

【理财周刊】分散投资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可这并不意味着越散越好，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能力范围。投资渠

道过于单一是许多投资者容易犯的错误，不过，真要把资产“切”得粉碎，投入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产品里面，也未必是

件好事。                                                                                          [全文] 

 

银行服务                             

☞  购港澳机票，赠 500 元刷卡金 

   【交通银行】 条款细则 ————[详情]                                       

                                                                               
 

 

 

 

 

收藏拍卖                             
 

☞  如何区分手工和机器雕刻的翡翠？ 

【玉器百科】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玉器的最终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雕刻工艺水平上，如果说，玉质本

身好坏决定了玉器价格的六成，而那么另外的因素中，雕刻最少要占三成，甚至最终决定一件玉器的成败。    [全文] 

 

☞  赏玩 F1 藏品的五大原则 

【理财周刊】2014 年的 F1 大奖赛上海站于 4 月 20 日举行，它是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齐名的世界三大体育赛

事。伴随 F1 而来的还有 F1的收藏热潮。那么，F1 收藏品包括哪些范围？F1收藏品的投资前景如何？ 

                                      [全文] 

 

 

http://money.17ok.com/news/439/2014/0509/2373185.html
http://money.17ok.com/news/439/2014/0509/2373185.html
http://money.17ok.com/news/439/2014/0508/2372767.html
http://finance.qq.com/a/20140512/028713.htm
http://creditcard.bankcomm.com/content/pccc-biz/discount/data/11_1399874831931.show.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Q0NTIyMA==&mid=200580293&idx=1&sn=2e48c0ede562b874203375b20c3e4a7e&scene=1#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Q0NTIyMA==&mid=200580293&idx=1&sn=2e48c0ede562b874203375b20c3e4a7e&scene=1#rd
http://finance.qq.com/a/20140424/0186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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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资讯 

 

投资名人                                    

☞  刘星-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总经理 

【51资金项目网】刘星，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2007年加入红杉，专注于科技传

媒和消费领域的投资。拥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Syracuse大学电

脑工程和通讯与网络管理双硕士，以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管理信息系统学士学位。加入红杉

之前，刘星曾任美林集团亚洲投资银行部的副总裁，服务过携程旅行网、如家酒店连锁、巨人

网络、神州数码、海王星辰连锁药店等客户。刘星先生还在美国施乐(Xerox)和硅谷的创业型

科技公司工作过7年，先后担任技术研发、产品管理、战略规划与管理咨询等工作。   [全文] 

 

 

☞  林凌-基石资本合伙人 

【51资金项目网】林凌，基石资本合伙人、董事总经理、兼任苏州三六五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300295)副董事长、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董事等。加入基石资本前曾任职于深圳中航

集团、大鹏证券投资银行部;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营和实际运作能力，一直致力于媒

体、娱乐、消费品和零售行业的战略研究、购并及企业融资工作。                 [全文] 

 

 

☞  林向红-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业邦】管理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林向红先生还兼任银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新创投公

司董事长、融创担保公司董事长、国创基金董事长，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曾主导建立中国

第一家中外合作非法人制创投企业、中国第一支市场化运作的创投母基金(FUND OF FUNDS)等。林向红先生从事多年财

务金融投资与管理，拥有丰富的管理、风险投资运作经验，对高科技产业及直接股权投资领域有深入的了解和丰富的投

资及运作经验。                                                                                    [全文] 

 

☞  首富李河君：水电站就是印钞机 有几十亿现金流 

【新财富】11年前，李河君被《新财富》挖掘首次进入富人榜之后，便进入潜水状态，如今，他以中国最大民营清

洁能源供应商的炫目身份回归，并以870亿元的身家登顶首富。其旗下的汉能不仅控参股14家水电站，权益装机容量相

当于2.3个葛洲坝电厂，也是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产能高达300万千瓦。说今年的首富李河君是近年来富人榜上

最大的一匹“黑马”并不为过，因为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这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对《新财富》来讲，李河君堪

称“故人”。                                                                                      [全文] 

 

http://renwu.51zjxm.com/people/20140426/2265.html
http://renwu.51zjxm.com/people/20130909/1930.html
http://renwu.51zjxm.com/people/20130909/1930.html
http://www.cyzone.cn/f/20140217/743.html
http://www.cyzone.cn/f/20140217/743.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crz/20140506/1056190149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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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资讯 

 

理财论坛                                    

 

☞  巴菲特：大规模金融断裂将出现 

【私募排排网】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著名警告众所周知，他把衍生品称为“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最近在接受杂志的采访时，他更进一步，直截了当地预测，总有一天会出现一场大规模金融“断裂”，而

且这种情形可能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糟糕。                                                          [全文] 

  

☞  肖成：资本市场顶层再设计-新国九条与期货市场发展 

【金融界网站】近日发布的新国九条涉及了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推进期货市场建设，同时

强调投资者结构完善、投资者保护和资本市场的开放，计划到 2020 年形成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

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新国九条绘制的资本市场蓝图和改革举措具有深远的意义，资本市场顶层再设计将揭

开期货行业发展的新篇章。                                                                          [全文] 

 
 

☞  资管和信托俩个集资通道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中国信托网】对于企业来说，两者的融资功能差不多，收费也差不多，信托能做的事情资管都能做。现在一方面

监管部门对信托盯得紧，一方面信托经过多年野蛮生长后也开始注重自身管理，有些项目信托不能做不好做不愿做了。  

                                                                       [全文] 

 

☞  4月存款搬家5月余额宝“破5” 挤兑风险会发生吗？ 

【中国经济网】数据对比着看才有意义！日前，央行公布了4月份的金融数据，其中，住户存款减少1.23万亿元。

专家普遍认为，住户存款的大量流失是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加强的结果。然而，11日，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首次

“破5”。互联网“宝宝”这几个月吃进的居民存款会不会因为收益的下滑回流银行，“宝宝军团”是否将发生挤兑风

险成为业内讨论的热点话题。                                                                         [全文] 

 

☞  罗杰斯：未来10年会有大混乱 将推高金价 

【中财网】商品投资大师罗杰斯(Jim Rogers)近日接受采访时警告称政府迟早会洗劫存款和退休金计划，在金价下

跌的情况下，应当持有黄金。罗杰斯认为，在全球经济表现不景气的情况下，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的政府没收银行存款的

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全文] 

 

http://www.simuwang.com/bencandy.php?fid=20&aid=171258
http://www.simuwang.com/bencandy.php?fid=20&aid=171258
http://futures.jrj.com.cn/2014/05/14092817202084.shtml
http://futures.jrj.com.cn/2014/05/14092817202084.shtml
http://www.zhongguoxintuo.com/xtlt/4870.html
http://www.zhongguoxintuo.com/xtlt/4870.html
http://www.yanglee.com/column/newsdetail.aspx?id=100012098126656&NodeCode=105021001003
http://www.yanglee.com/column/newsdetail.aspx?id=100012098126656&NodeCode=105021001003
http://money.cfi.cn/p201405080006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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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 

 

产品周评                               

☞ 用益集合信托产品周评（2014.04.28-2014.05.11） 

【用益信托工作室】 

 

目录 

一、发行及成立情况：数量及规模均大幅提升  

二、期限及收益分析：期限继续缩短 收益小幅回落  

三、资金运用方式：权益投资类产品规模占比最大  

四、投资领域：房地产领域融资回暖明显  

五、清算情况  

六、一周信托市场点评  

1、逾五万亿信托到期 信托5月开始迎来兑付高峰  

免责申明  

联系方式 

本周共45家信托公司参与成立了210款产品，成立规模约为155.82亿元。较上周相比，本周参与公司数量较上周增

长明显，成立产品数量增加至210款，融资规模较上周相比继续回升，环比涨幅达36.09%，产品平均规模由上周的1.91

亿元回落至0.74亿元。本周融资规模再度增长，融资规模回升至年初以来最高水平，一方面，由于“五一”假期因素，

本周统计的融资规模时间口径有所延长；另一方面，伴随着五月信托兑付高峰期的到来，成立规模的加大一定程度上可

以缓解信托市场紧张情绪。从近3周的融资规模走势来看，信托市场的融资能力有所缓解，信托市场向良好势头发展。 

 

 [全文] 

http://www.yanglee.com/studio/infoDetail.aspx?NodeCode=105024004002&id=1000118776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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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生活 
 

 

 

运动健身                             
                                       

 

☞  天气渐热 游泳你准备好了吗 

【GQ 男士网】天气逐渐炎热起来，不少人对下水游泳渴望已久，

可脱了衣服跳进室内泳池的水好像总也暖不过身体来，游起泳来老是

束手束脚。当你迫不急待的想畅游一番时，下水前的准备工作不能省

略。游泳前吃点高热量的食物，以便让身体更快补充能量，防止抽

筋。                                                   [全文] 

 

☞  健身房里哪种器械最减肥 

【GQ 男士网】同样是到健身房训练，有些人减肥效果十分显著，有些人非常努力却不过尔尔。其实健身房里的器械

有着各自的训练方向，比如耐力训练器械的减肥效果最好。划船机、跑步交叉机、跳绳效果很好。划船练习是一项长期

稳定的练习动作，不是那么容易在全部练习中保持力量及正确姿势的。诀窍在于开始时以中等阻力做 4-6 组。每组 10

分钟的练习，中间休息 2-3 分钟。这样心率不至于一路降低，也可以随时准备增加强度; 我们看到，拳击手在拳台上不

停地跳跃，那么他们平时练习跳跃么?他们练习跳绳。不是为了赛前吓唬对手，也不是为了出场时做秀，而是为了强化

心肺功能……                                                                                      [全文] 

 

 

教育资讯 你有                            
 

☞  顶级神秘学府 美国深泉学院 

【GQ 男士网】2014 年 5 月 5 日，重庆南开中学学生彭书涵被美

国深泉学院录取。一则普通新闻引爆了人们对这所冷门学府的关注。

深泉学院（Deep Springs College，也译为幽泉学院）坐落在美国加

州死亡谷，每年招收 13 名男生，学制两年。在与世隔绝的沙漠深

处，学生一边放牧，一边进行超强度的学术训练。根据美国《普林斯

顿评论》的数据显示，这所牛仔学校的学术质量得分与哈佛大学并列

第一。甚至录取难度更大，挑人更加苛刻，学生 SAT（美国高考）平

均成绩也高于哈佛。让我们不禁感叹...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还有

一群男学霸。                                         [全文] 

 

http://www.gq.com.cn/living/fitness/news_1945d70cfb182d42.html
http://www.gq.com.cn/living/fitness/news_19153e1846c07f5e.html
http://www.gq.com.cn/topic/news_1513d43903aa988b.html#show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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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规划 

 

投资案例                             

家庭理财规划更重要 三类妈妈投资模式大不同 

 

理财规划需及早提上日程 

不少理财师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为，与其盯着节日高收益理财产品，各位母亲还不如提早为家庭和自己的

未来做好理财规划。汇丰去年一项关于未来的退休生活的调查显示，亚洲女性普遍仍未为退休作出充足的准备，

她们平均拥有 23年的退休生活，但储备仅够维持十年。在中国内地，仅有 40%的受访女性表示已有理财规划。 

财富对女性有着不同的意义，她们的投资模式也截然不同，而且很多情况下表现更为出色。“年轻女性在开

始阶段的理财模式偏向较为保守谨慎，以储蓄为主，在二十几岁时已准备投资物业，以获取稳定的收入；在三四

十岁时，她们活跃于股票市场，为子女教育和家庭旅游筹备资本；到五六十岁时她们重新投资物业，作为退休收

入的来源，或者为父母及成年子女购买居所。” 

 

1.年轻妈妈 教育理财长征起点 

作为刚结婚生小孩的年轻妈妈而言，生育后一段时间内家庭支出将不断增加，而工资收入可能会因休假等原

因有所降低，对于刚为人母的妈妈而言，孩子出生前后的费用问题和一定程度的教育金是需要提早规划的。 

小孩出生后，为应对工资收入波动、支出增加，年轻妈妈目前要预先积累家庭日常开销的稳定资金。分析师

指出，这部分资金可选择纯债型债券基金定投等方式进行储备，安全性高、收益稳定，所包含的投资品种皆为有

固定收益的债券类、票据类等产品。 

虽然其投资收益低于股票类投资产品，但其低风险的优点很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希望资产稳步增长的投

资者。如果年收益率能达到 5%，每月投入 3000 元，2 年半时间后通过投资再加上日常积累，足够承担孩子的抚养

费了。 

此外，从孩子一出生起，不少母亲就开始在家庭理财中增加一项教育投资。中信银行(4.52, -0.02, -

0.44%)(601998,股吧)理财师指出，教育理财的过程其实就是教育资金的保值、增值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并非一蹴而就。教育理财要专款专用，要服务于孩子良好学习环境的创造。对于教育保险之类的理财产品，越早

开始越好，孩子年龄越小费率越便宜，而且越早进行，压力也会相应变小。 

 

2.中年妈妈 勿忽略自身保障类投资 

这个阶段的母亲，孩子一般已经进入学校读书，教育费用开始逐步增加，同时要考虑到父母年迈，应该为他

们准备一些医疗资金，自己的退休养老金也应该纳入理财目标。 

 

点击链接全文 

来源：南方报业网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lcgh/20140512/093919075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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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华永益分级债券 A 银华基金 邹维娜 招商银行 债券型 

2 圆信永丰纯债 A 圆信永丰 李友超 工商银行 债券型 

3 华安安顺混合 华安基金 尚志民 交通银行 混合型 

4 中国梦基金 南方基金 彭 砚 工商银行 混合型 

5 东方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 东方基金 徐昀君等 工商银行 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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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周添利 平安银行 组合型 16天 否 5万 4.70% 

2 天天万利宝 兴业银行 组合型 42天 否 5万 5.20% 

3 汇理财稳利 浦发银行 组合型 35天 是 5万 3.65% 

4 薪满益足 广发银行 组合型 131天 否 5万 5.50% 

5 35天增利 民生银行 组合型 35天 否 10万 5.45% 

6 T计划 光大银行 组合型 99天 是 5万 5.45% 

7 本利丰 农业银行 组合型 162天 是 5万 4.40% 

8 增盈增强型 华夏银行 组合型 40天 否 5万 5.20% 

9 同享盈添利 浦发银行 组合型 63天 否 5万 5.40% 

10 乾元-共享型 招商银行 组合型 51天 否 10万 4.30% 

11 交银添利 交通银行 组合型 132天 否 5万 5.30% 

 

 

来源：第一理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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