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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理财产品综述  

 

【银行理财产品“量价齐跌” 上市公司购买热情陡降】 

今年第三季度，银行理财产品出现了“量价齐跌”的态势，不但发行产品的银行家数、发行产品数量较第二季

度有所减少，平均收益率较上一季度也出现环比下滑。在此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购买热情也开始出现降低，第三季

度购买理财产品金额由二季度的 8994 亿元降至 3972亿元，降幅逾五成。7月份至 9月份，理财产品发行银行数从

二季度的 506家降至 434家，发行银行数减少 72家，产品发行量减少 2756款。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

收益率为 4.64%，较第二季度下降 0.15个百分点。                                                 [全文] 

 

人民币中间价 

 币种 中间价 

（截止：2018-10-31） 

美元/人民币 6.9646 

港元/人民币 0.8877 

100日元/人民币 6.1590 

欧元/人民币 7.9008 

英镑/人民币 8.8492 

澳元/人民币 4.9463 

商品期货 

 合约 点位 
周涨跌

点数 

周涨跌

幅度 

（截止：2018-10-31） 

沪金1811 275.65 9.1 3.41% 

沪铝1811 13915 -395 -2.76% 

沪锌1811 22140 225 1.03% 

沪铜1811 49100 -1070 -2.13% 

螺纹1811 4477 94 2.14% 

橡胶1811 10070 -755 -6.97% 

全球指数 

 指数 点位 
周涨跌

点数 

周涨跌

幅度 

（截止：2018-10-31） 

上证指数 2602.78 -218.57 -7.75% 

深证指数 7482.83 -918.26 -10.93% 

恒生指数 24979.6 -2808.8 -10.11% 

道琼斯指数 25115.7 -1342.4 -5.07% 

标普500 2711.74 -202.21 -6.94% 

纳斯达克 7305.89 -740.45 -9.20% 

日经指数 21920.4 -2199.5 -9.12%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181106977929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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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回顾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  10月份网贷成交额 948.52 亿元 环比上升 11.48% 

【证券日报】据第一网贷最新发布的《2018年 10月份全国 P2P 网贷行业快报》显示，10月份，全国 P2P 网

贷，成交额 948.52 亿元，环比增长 11.48%；综合年利率 8.78%，环比下降 0.37个百分点，为今年最低；平均借

贷期限 9.69 个月，较上个月延长 0.62%%；参与人数日均 56.33 万人，环比上升 15.23%；新发生问题平台 66家，

上升 60.98%。                                                                                [全文] 

 

☞  创八年新低 10月份券商集合理财新发规模不足 5亿份 

【证券日报】受今年“资管新规”落地的影响，在券商资管“去通道”背景下，券商集合理财产品新成立数

量、规模一直处于下滑趋势。10 月份以来，券商共发行理财产品 230只，较 9月份环比下降 31.55%，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 73.13%。                                                                            [全文] 

 

☞  印花税法征民意：关注 4 大焦点 买房免征印花税 

【中新网】财政部、税务总局 1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

次修改是将《印花税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其中，有四大焦点值得关注。                          [全文] 

 

☞  苹果现金达 2371 亿美元 比上季度减少 60 亿美元 

【新浪财经】苹果公司周四发布第四财季业绩报告，报告显示，截至季末该公司有 2371亿美元现金，与上季

度报告的 2437亿美元相比，减少了约 60亿美元。苹果的现金囤积引发了并购猜测，尽管该公司最近在内容创造、

新兴市场和创造美国就业机会方面大做文章。                                                     [全文] 

 

☞  五险一金将建“黑名单”制度 这些行为会被惩戒 

【中国新闻网】最近，“五险一金”迎来一个大变化，将会建立“黑名单”制度。以后，下面这些行为将被

列入“黑名单”，受到联合惩戒，坐高铁、乘飞机、考公务员可能受到限制。 社保“黑名单”实行动态管理，纳

入联合惩戒期限一般不超过 5 年。                                                               [全文]                                                                                                                                                                                                                        

http://finance.ce.cn/money/201811/02/t20181102_30686287.shtml
http://finance.ce.cn/money/201810/31/t20181031_30666633.shtml
http://money.163.com/18/1102/07/DVJDUV9N002581PP.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8-11-02/doc-ihnfikve5926038.shtml
http://industry.cfi.cn/p201810300005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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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理财攻略 

☞  手头闲钱不超过 5万，该如何投资？ 

【华讯财经】理财呢！资金多的，选择太多，能挑花眼；资金少的，达不到门槛，无从入手。但我们常

说，理财不惧本金多少，即使你只有几千元，也能巧用投资技巧，实现收益的最大化。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

聊，如果你的资金低于 5 万元，该如何投资理财？                                             [全文] 

 

☞  工资未按新起征点扣税可申请退还 

【证券日报】扣缴单位在今年 10 月 1日后发放工资薪金时，没有按照 5000元费用减除标准扣除的，纳

税人可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或直接向税务机关投诉。税务部门将及时核实，并向扣缴单位做好宣传辅导，

尽快给予解决，切实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                                                   [全文] 

                                                                           

☞  保险理赔别心慌！注意这几个细节理赔又快又稳 

【证券日报】今天给您讲一讲，要想理赔又快又稳，这几招您一定要掌握。第一就是如何报案，第二是

资料的准备，第三是尽可能配合保险公司的线上理赔。有了这三招，我相信您自身发生的风险，进行保险理

赔，一定会得到一个又快又稳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全文]                                                        

 

☞  光大信托-弘阳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万起点，24 个月，预期年收益：8.2%-8.8%；信托资金用于受让丹阳市安居工程建投公司因代建丹

阳市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而产生的对丹阳市华农水利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约 4.5 亿元的应收账款。          

 

☞  阳光私募“中国龙” 

“涌峰投资”为您推荐“中国龙”系列产品 ，其作为国内最早的阳光私募基金之一，中国龙团队以稳

健和卓越的长期业绩著称，连续多年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在中国私募基金市场获得了较高知名度。 [详情] 

新品速递 

http://money.591hx.com/article/2018-04-25/0000449547s.shtml
http://finance.ce.cn/money/201811/05/t20181105_30701881.shtml
http://money.cfi.cn/p20181108000303.html
http://www.jiuyancf.com/archives/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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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藏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 当代赏石重质色 

【上海金融新闻】所谓色质石，是以色彩、光

泽和质地为主要审美要素，而形态和纹理在鉴赏中

处于次要地位的观赏石。虽然对于色质石是否需要

单独列类见仁见智，但毫无疑问，它揭示了一种现

象，那就是当代赏石比较偏重质与色。 

                                 [全文]  

 

☞ 英国筹建首个 24小时开放博物馆 

【新浪收藏】据英国媒体 11 月 1 日报道，伦敦

正在筹建英国首个真正 24小时不打烊的博物馆。英

国《泰晤士报》当天援引伦敦博物馆馆长莎伦?阿门

特的话报道说，如果资金按时到位，伦敦博物馆定

于 2023年搬迁到新址，同时实现全天 24 小时开放。 

                           [全文] 

 

☞ 私人藏酒兴起 白酒成投资收藏新宠 

【工人日报】9 月份以来，白酒一天一个价，

某些酒的价格更是高得令人咋舌。《工人日报》记

者走访发现，在“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白酒

售卖门店销售一片火热，特别是在中秋、国庆节日

期间，高档白酒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年份酒更是

一瓶难求。值得关注的是，在火热的市场中，很多

消费者买酒不是为了喝，而是为了收藏，不少人为

了入手一瓶老酒可以一掷千金。 

                     [全文]  

 

 

 

http://money.eastmoney.com/a/20181016962840379.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hwdt/2018-11-08/doc-ihnprhzw2247643.s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yjjj/2018-11-08/doc-ihnprhzw1899891.s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yjjj/2018-11-08/doc-ihnprhzw18998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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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论市 
 

 

 

 

 

 

 

 

 

 

 

 

 

 

 

 

 

 

 

 

 

☞  服务好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主线 

一部金融改革开放史，就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探索史。 

处于现代经济中心地位的金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血液”。没有金融，现代经济就是无根之木。如

何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中国金融业在过去的 40 年中，经过了一系列的探索。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陆磊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若按照时间纵轴进行梳理则会发现，在这四十

年间，金融的改革开放有五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一，1993 年。这是中国对基本现代金融制度进行虚心学

习和引进的时期；第二，1997 年。在这一时期，进行了防范金融风险的模式选择；第三，2002年。当时中国

加入了世贸组织，在金融领域面对着能否接受发达的西方世界所带来的市场冲击问题。这时需要做的是“强身

健体”；第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一年爆发，而中国金融却显示出了韧性和自豪感；第五，2018

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以后到今天，从最初非常虚心好学变成要有“四个自信”，打好“三大攻坚战”，第一个

攻坚战，就是非常重要的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 

 

☞  “双 11”购物节 少点套路行不行 

 让消费者放心、安心地购物，才是“双 11”作为购物狂欢节的根本。 

 11月以来，“双 11”购物节的前哨战已经打响，消费者在兴奋地买预售、加购物车时，一不小心就会掉

入商家设置的营销陷阱。买一件商品要集齐五六种优惠券，优惠短信轰炸手机被塞满促销信息，先提价再降价

优惠、价格“不降反升”，说好的优惠说没就没了……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从“双 11”首次被电商平台打造成“购物节”以来，这个日子已逐渐发展成国内最重要的电商盛典，甚至

开始走向全球市场。“双 11”见证了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也调动了民众的消费热情，发挥了对消费者网购启

蒙的作用。但是，随着交易数据年年攀升，各种营销套路也纷纷涌现，给消费者带来了重重困扰。“双 11”既

是网购的狂欢节，也是各类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高峰期。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http://opinion.hexun.com/2018-11-08/195139224.html
http://opinion.hexun.com/2018-11-07/1951329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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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评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金融市场周评：股市做多动能凶猛，银行理财收益再创新低       [全文] 

 

主要观点 

1、银行理财收益率调整对市场利率变化不敏感，主要依据货币政策及利率趋势来调整，接下来仍然会继续

走低。 

2、在经济放缓、货币政策放松、增加中长期流动性供应，权益资产下跌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下，债券市场

表现向好。 

3、券商资管在其他业务如 ABS 等开展受限的情况下，新增产品备案数的持续走低，预计券商规模或许仍会

持续下滑。 

4、央行在公开市场未展开逆回购操作，市场利率有所反弹，银行体系流动性整体充裕，短暂反弹之后利率

大概率会继续回落。 

5、监管科技在网贷整治中已经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大数据表明，10月份全国网贷逐渐企稳明显，行业仍

在快速洗牌。 

6、经过政策的持续催化，超跌的资金十分踊跃，较大反弹格局已经形成，预期短期内仍将向 2700点整数

关口进行迈进。 

一、银行理财量价齐跌，收益率再创年度新低 

二、虽有回调，债市向好趋势不改 

三、券商资管衰退，十月新备案产品创新低 

四、央行暂停逆回购，回收流动性超四千亿 

五、网贷企稳，十月全国 P2P 成交 949亿元 

…… 

                                          

 

http://www.yanglee.com/Studio/Details.aspx?i=5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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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学院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投资课堂 

 

☞  什么是基金持有人大会 

基金持有人大会是由全体基金单位持有人或委

托代表参加。主要讨论有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

项,如修改基金契约、终止基金、更换基金托管人、

更换基金管理人、延长基金期限、变更基金类型以及

召集人认为要提交基金持有人大会讨论的其他事项。 

基金持有人组成基金持有人大会,是公司型基金

与契约型基金的最高权力机构。对于公司型基金而

言,基金持有人大会相当于基金的股东大会,因此与

基金持有人大会有关的条款可以参照《公司法》等在

基金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对于契约型基金而言,则

应在基金契约中加以说明。基金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

理人召集,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召集或者不能召集

时,由基金托管人或者代表 10%以上基金份额的持有

人召集。 

[全文] 

                         

                          

>理财百科 

 

☞  什么是基金收益分配 

 

基金收益分配是指将本基金的净收益根据持有

基金单位的数量按比例向基金持有人进行分配。若基

金上一年度亏损,当年收益应先用于弥补上年亏损,

在基金亏损完全弥补后尚有剩余的,方能进行当年收

益分配。基金当年发生亏损,无净收益的,不进行收益

分配。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基金收益分配会导致基金份

额的净值下降，如一只基金在收益分配前份额净值为

1.2 元，每份基金分配 0.05元收益，在分配后基金份

额净值将会下降到 1.15元。但对投资者来说，分红

前后的价值是不变的。 

(1)封闭式基金的收益分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封闭式基金的收益分配，每年不得少于一次，封闭式

基金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

益的百分之九十。封闭式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上一

年的亏损，如当年发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封闭

式基金一般采用现金分红方式。 

                         [全文] 

http://school.stockstar.com/SS2016022400002139.shtml
http://school.stockstar.com/SS20160224000021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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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品生活  

 

                                                 

 

 

 

 

 

 

 

 

理财新品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 如何判断一款酒的品

质？ 

【红酒世界网】什么样的葡

萄酒品质不佳，而什么样的葡萄

酒又可以称为好酒呢？评判一

款酒的品质你需要从外观、香

气、“初印象”和余味四个方面

进行考虑。酒的外观包括颜色、

澄清度和酒腿等。有时候，观察

一款酒的外观就能知道这款酒

值不值得进一步品鉴。 

                 [全文] 

 

☞ 深秋采收之旅 一杯葡

萄酒养成记 

【红酒世界网】深秋 10月，

北半球的大部分产区都已完成

采 收 工 作 ， 法 国 的 香 槟

（ Champagne ） 及 波 尔 多

（Bordeaux）产区等已传来葡萄

丰收的喜讯，看来 2018 年将是

值得期待的一年。现在，就让我

们回首一下过去的两月，看看葡

萄采摘期间，各大酒庄及葡萄农

们都需要干些什么。    [全文] 

 

 

 

 

☞  你不得不知的芳香葡萄品种 

【红酒世界网】通常而言，酿造白葡萄酒的葡萄品种按照其品种香气

的浓郁程度可以划分为芳香型品种与非芳香型品种。无论是葡萄酒初学者，

抑或是葡萄酒大师（Master of Wine）都难逃芳香品种的诱惑。常见的芳

香品种包括雷司令（Riesling）、长相思（Sauvignon Blanc）、琼瑶浆

（Gewurztraminer）、麝香（Muscat）、特浓情（Torrontes）和弗德乔

（Verdejo）。下面，我们一一介绍这些芳香葡萄品种。雷司令起源于德国

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莱茵高（Rheingau）。寒冷地区的雷司令葡

萄酒的酒体轻，带有绿色水果、柑橘以及花朵的香气；温暖气候条件出产

的雷司令葡萄酒会更饱满一些，散发出较多核果和柑橘类水果的香气。最

好的雷司令葡萄酒具有绝佳的陈年潜力，在陈年十数年后依然保持有愉悦

的口感，并发展出蜂蜜、烤面包以及汽油的特殊香气。 

                                          [全文]  

http://fashion.sina.com.cn/luxury/taste/wine/2018-11-11/2159/doc-ihnstwwp8523634.shtml
http://fashion.sina.com.cn/luxury/taste/wine/2018-11-10/2337/doc-ihmutuea6391344.shtml
http://fashion.sina.com.cn/luxury/taste/wine/2018-10-26/2051/doc-ifxeuwws84294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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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新品  
 

【基金理财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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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银瑞信研究精选股票 工银瑞信 杨 柯 招商银行 股票型 

2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 财通基金 金梓才 工商银行 混合型 

3 鹏华丰融定期开放债券 鹏华基金 刘 涛 交通银行 债券型 

4 国泰互联网+股票 国泰基金 彭凌志 建设银行 股票型 

5 大成恒生指数 大成基金 冉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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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银添利 交通银行 组合型 90天 否 1万 4.05% 

2 安心得利 农业银行 组合型 146天 否 100万 4.20% 

3 和盈滚滚添利 平安银行 组合型 60天 否 5万 4.30% 

4 薪满益足 广发银行 组合型 99天 否 1万 4.20% 

5 增盈 104天 A款 华夏银行 组合型 104天 否 1万 4.40% 

6 同享盈增利 浦发银行 组合型 360天 否 5万 4.51% 

7 四月增利 民生银行 组合型 125天 否 20万 4.40% 

8 翠竹 2W理财产品 民生银行 组合型 14天 否 20万 4.20% 

9 T计划 光大银行 组合型 66天 否 5万 4.40% 

10 乾元-众享保本 建设银行 组合型 272天 否 1万 3.40% 

11 双月盈 光大银行 组合型 60天 否 5万 4.35% 

12 中银智富 中国银行 组合型 175天 否 5万 4.25% 

来源：各银行官网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0 月 31 日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0803,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720001,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0345,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1542,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160924,jjgk.shtml
http://www.bankcomm.com/BankCommSite/shtml/jyjr/cn/7226/7266/7281/7282/41841.shtml?channelId=7226&code=2102180458
http://ewealth.abchina.com/fs/AD183190.htm
https://bank.pingan.com.cn/m/main/index.html
http://www.cgbchina.com.cn/jsp/financing_detail2.jsp?channelId=16684283&productno=ZZXMYZO6070
http://www.hxb.com.cn/grjr/lylc/zzfsdlccpxx/index.shtml
https://ebank.spdb.com.cn/nbper/index.do#Finance/2301174901
http://www.cmbc.com.cn/channelApp/finance/financialDetail.jsp?prd_code=FSAA18570G
http://www.cmbc.com.cn/channelApp/finance/financialDetail.jsp?prd_code=FSAB12041B
http://www.cebbank.com/site/gryw/yglc/lccpsj/Tjh70/29988585/index.html
http://finance.ccb.com/cn/finance/ProductDetails.html?PRODUCT_ID=ZHQYBB20180400224
http://www.cebbank.com/site/gryw/yglc/lccpsj/yxl94/939767/index.html
http://www.boc.cn/fimarkets/cs8/201109/t20110922_1532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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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 昆明玖言理财咨询有限公司（简称“玖言财富”）是一家独立、客观的第三方理财顾问机构，通过分析客户理财需求和财务状况，为其提供全面理财

规划和投资方案，达到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稳健增值的目的。 作为独立、客观的第三方理财顾问机构，玖言财富定位于真正以客户的利益为标准，不

受任何利益制约，以保证独立和客观性，而客户财富的最大化是我们的目标。 公司将对银行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保险、基金、外汇、期货、

债券、PE 投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境外投资、信托投资等金融产品进行专业分析、评估与筛选。全面了解所提供理财建议的细节，全面、透彻

了解产品的设计思想、基础资产组成，严格跟踪产品的管理过程，并对产品的运作与风险进行全程跟踪。  

 

◆ 公司特色：  

• 个性化理财方案：我们强调与客户的充分沟通，以真正了解客户理财需求，并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其量身制定理财方案及资产配置建议。  

• 全程投资跟踪：我们将全面了解所提供理财建议的细节，全面、透彻了解产品的设计思路、基础资产组成，严格跟踪产品的管理过程，并对产品

的运作与风险进行全程跟踪。  

• 一站式服务：我们通过面见、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为客户提供理财服务，包括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方案和指导，理财建议的实施与调整，日常的

理财咨询服务，最新的理财资讯等。 

 

 

 

 

公司网站：www.jiuyancf.com       全国客户服务热: 400-668-0269 

昆明玖言财富（ID: jiuyancf ）     昆明玖言财富（ID: jiuyancf ） 

 
免责条款 

本快讯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理财产品的推介或营销。我公司及其雇员 对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所引发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概不负责。 

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版权归玖言财富所有。未经我公司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引用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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