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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理财产品综述  

 

【银行理财新规出台后投资门槛降低 12月收益率回升】 

“银行理财新规”出台后，银行理财的最低投资门槛从 5 万元降低到了 1 万元，目前已经有不少银行的理财产

品都已经把门槛降到了 1 万元。数据显示，上周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量为 2175 款，其中 344 款产品的购买起点为

1 万元，占比为 15.82%，环比上升了 7.06 个百分点；特别是在结构性存款中，1 万元门槛占比为 46.27%，接近一

半。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理财子公司管理新规中，没有给银行理财设置销售起点，这就意味着银行理财的投资门

槛有望进一步下降。                                                                            [全文] 

 

人民币中间价 

 币种 中间价 

（截止：2018-11-30） 

美元/人民币 6.9357 

港元/人民币 0.8868 

100日元/人民币 6.1153 

欧元/人民币 7.8991 

英镑/人民币 8.8651 

澳元/人民币 5.0756 

商品期货 

 合约 点位 
周涨跌

点数 

周涨跌

幅度 

（截止：2018-11-30） 

沪金1812 275.1 0.20 0.07% 

沪铝1812 13520 -440 -3.15% 

沪锌1812 21045 -695 -3.20% 

沪铜1812 49640 580 1.18% 

螺纹1812 3537 -842 -19.23% 

橡胶1901 10915 -315 -2.80% 

全球指数 

 指数 点位 
周涨跌

点数 

周涨跌

幅度 

（截止：2018-11-30） 

上证指数 2588.19 -14.6 -0.56% 

深证指数 7681.75 198.92 2.66% 

恒生指数 26506.7 1527.06 6.11% 

道琼斯指数 25538.4 422.7 1.68% 

标普500 2760.16 48.42 1.79% 

纳斯达克 7330.53 24.637 0.34% 

日经指数 22351 430.60 1.96%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18120610009654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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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回顾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  仅一个月！上市公司买超 800 亿元理财产品，信托不敌券商理财 

【证券日报】上市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屡见不鲜。近日本报记者统计数据发现，今年 11月份，仅

一个月时间，就有 420家上市公司购买了 811.58 亿元的理财产品。其中，银行理财类产品是上市公司的首选，券

商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份额较少。                                                              [全文] 

 

☞  税收增幅“前高后低”10月份个税减税超 300 亿元 

【上海证券报】国家税务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 5 月 1 日起陆续实施的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措施 5 月

至 10 月合计减税 2980 亿元；个人所得税改革 10月实施就减税 316亿元。在减税效应的作用下，今年税收收入增

幅体现了明显的“前高后低”特点。                                                              [全文] 

 

☞  工信部批复 5G试验频率 全国范围规模试验将展开 

【央视新闻】记者从工信部确认，三大运营商已经获得 5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批复，这意味着全国范围的大规

模 5G 试验将展开。目前，中国移动正在 5 个城市推进 5G 试点，并参与了发改委规划的 12个城市 5G应用示范。 

                          [全文] 

 

☞  今年全球 IPO 融资额达 2194 亿美元 

【证券时报】据深圳特区报报道，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昨天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全球 IPO

交易总融资额达到 2194亿美元，为四年来的最高点。在今年十大跨境 IPO交易中，中国发行人参与了其中八笔。 

                                                    [全文] 

 

☞  “超级富二代”理财子公司落地，22万亿银行理财市场要变天 

【中财网】中国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月末，银行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为 22.32 万亿元。《办

法》落地，意味着目前已超 22 万亿规模的银行理财市场正式进入独立子公司运作时代。自此，银行自身开展理财

业务需同时遵守“资管新规”和“理媒体规”；理财子公司开展理财业务需同时遵守“资管新规”“理媒体规”

和《办法》。                                                                                  [全文]                                                                                                                                                                                                                        

http://www.yanglee.com/Information/Details.aspx?i=57061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8-12-07/doc-ihprknvt4944660.shtml
http://money.163.com/18/1207/11/E2DUD4QB00258105.html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1,201812071001330713.html
http://industry.cfi.cn/p20181204000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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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理财攻略 

☞  大变局！银行理财子公司落地，对资管市场影响几何？ 

【国际金融报】随着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筹建和颁发，2018 年以来，已有近 20家银行披露

理财子公司成立计划。那么，银行理财子公司设立有何看点，又将会对资管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全文] 

 

☞  “花呗”延期还款 VS 分期付款 哪个更值 

【北京商报】“双 11”电商狂欢节之后的剁手“后遗症”来了，面对即将到来的还款期，许多消费者面

临着钱包余额不足的尴尬。北京商报记者发现，蚂蚁“花呗”日前上线了延期还款功能，那么，跟“花呗”

分期付款相比，延期还款功能的成本如何？是否值得消费者尝试呢？                            [全文] 

                                                                           

☞  年底了，这几笔钱别忘记领 

【经济日报】2018年临近年底，在忙工作的同时，技能提升补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带薪年休假等

福利千万别忘记领。怎么领,如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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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anglee.com/Information/Details.aspx?i=57217
http://finance.ce.cn/money/201812/06/t20181206_30961913.shtml
http://finance.ce.cn/money/201812/03/t20181203_30922888.shtml
http://www.jiuyancf.com/archives/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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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藏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 曾经引领潮流的时髦生活用品 玻璃镜 

【收藏快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出门在外，

人们都愿意将自己美好的一面展示给世人，于是每

逢出门都要打扮自己。因此，镜子应运而生。据说，

最早的镜子叫“石镜”，是用一种叫“黑曜岩”的石

头打磨而成。后来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有了青铜

镜。                                   [全文]  

 

☞ 古籍的文物收藏价值如何衡量 

【收藏快报】衡量一部古籍的文物收藏价值，

要从年代、稀缺程度、工艺水平、传承情况等方面

综合考量。先说年代。唐代以前的古籍，主要是以

手工抄写的形式传世，到晚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

刷术，书籍才得以快速普及，由于纸张难以保存，

又有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 

                           [全文] 

 

☞ 晚明青花瓷上“调鹤闲轩清赏”款何解 

【收藏快报】这块晚明时期的青花底款瓷片（见

图），上有“调鹤闲轩清赏”六字款。鹤自古以来

在国人心目中是瑞禽也是仙禽，深得大家喜爱。生

活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浮邱伯称鹤为“盖羽族之宗

长，仙家之骐骥也”。或许是缘于此，古代咏鹤赞

鹤的诗文不断从文人雅士乃至帝王的笔端流出。 

                     [全文]  

 

 

 

http://collection.sina.com.cn/jczs/2018-12-06/doc-ihprknvt3236851.s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jczs/2018-12-06/doc-ihprknvt3220230.s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jczs/2018-12-05/doc-ihprknvt1422093.s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jczs/2018-12-05/doc-ihprknvt14220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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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论市 
 

 

 

 

 

 

 

 

 

 

 

 

 

 

 

 

 

 

 

 

 

☞  楼市寒意渐起 呼唤各方理性 

国庆前后楼市一夜入秋，近期寒意渐起，市场观望明显加重，热点城市房价出现回落。毋庸置疑，当前我

国房地产市场又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未来“向左走、向右走”，实际上已经面临着艰难的方向性抉择，急需

各方理性形成房地产市场良性预期，促进楼市平稳运行。 

我国楼市事实上已经面临着方向性抉择。楼市高温消退，既有政策调控的原因，也是市场需求动能快速释

放的结果，符合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从运行指标看，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动能后劲不足，无论是房地产开发

投资、土地购置面积等反映市场供给的指标出现增速回落，还是商品房销售面积、商品房销售额等反映市场需

求的指标，也出现增速同步回落的情况。从成交价格看，最能反映市场实际供求关系的二手房成交价格，从北

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率先回落并逐步向热点二线城市扩散。而楼市方向性抉择，无非涉及四个辩证统一

关系的稳妥处理。第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地方政府如何处理好防止房价过快上涨和防止房价急剧下跌的关

系。这既涉及到地方财政健康和经济转型，也关系到风险防控和社会稳定，是地方政府在多重目标之间，进行

跨期选择并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 

 

☞  专家：2019 年中国经济遇深耕良机 

 “展望 2019年，中国经济深耕以待春来，"减速增质"将向纵深发展。”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

总经理、研究部主管程实近日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9年，政策组合的主动调整将进一步加大

步伐、突出重点、形成合力。程实指出，2019年“一头一尾”两大机遇值得提前播种、精耕细作，以待春暖花

开之时获取长期回报。 

“一头”是新经济的“价值头部”。2019年，受制于内外部经济压力，传统产业增长空间有限，而新经济

的增长活力将相对凸显。其中，具备以下能力的“真独角兽”，将为投资者创造真实价值，并成为产业“头部”。

其一，新经济出海。在国内用户增长放缓的趋势下，深入东亚、南亚等地区开启新一轮用户扩张，维持业务高

增长。其二，新模式演进。在中国新经济的单位用户价值普遍较低的短板上，通过业态和商业模式的革新，准

确贴合多样化细分需求，深入挖掘客户价值。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http://opinion.hexun.com/2018-12-06/195451585.html
http://opinion.hexun.com/2018-12-04/1954208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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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周评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金融周评：华为事件引发全球股市动荡，债市大涨               [全文] 

 

主要观点 

1、市场流动性略有收紧，银行面临 MPA考核，短期内银行理财收益率下降的空间有限，有可能会略有反弹，

幅度不会太大。 

2、债市仍在上升通道中，多头势能强劲，但振幅明显加剧，成交量也有放大，短期分歧加剧，操作以观望

为主。 

3、在资金端收紧、证券市场低迷下，私募投资人的态度会显得更加谨慎，也使得私募创投投资人退出的压

力持续上升。 

4、美联储加息未止，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中美贸易摩擦还有不确定性，这都将影响人民币汇率

后续走势。 

5、农产品豆粕国内下游消费低迷，豆粕近期将缓慢下跌探底，后期钢价继续回落，前期多单获利者注意适

时落袋获利了结。 

6、华为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留，市场预期中美贸易谈判之路更加崎岖，国内市场短期的利空使得市场承压，

后期走势预期震荡。 

一、银行理财收益创近两年新低 

二、债市小幅走高，后市看涨 

三、百亿私募已超 200 家，总规模增 51 亿 

四、人民币升值超 1000点，跌破 7 警报已解除 

五、期货市场大跌，焦煤突兀强势上涨 

…… 

                                          

 

http://www.yanglee.com/Studio/Details.aspx?i=5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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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学院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投资课堂 

 

☞  股价变动会影响公司信用等级吗？ 

在目前的信用评级实践中，评级机构对债券发行

人股票价格变动情况的关注相对较少，那么股价的变

动究竟是否会对发行人的信用状况产生影响呢？ 

信用评级更多的是对受评对象偿债能力和偿债

意愿的评定，虽然债券发行人股价的变动并不会对其

偿债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但评级机构也应对发行人

的股价变动进行关注，因为股价变动在某些情况下会

间接影响公司的信用状况。当然，这也需要对不同的

企业类型、不同的股价波动情形以及引起波动的不同

内在原因进行区别对待。对于公司股价的正常波动，

通常不会引起其信用状况的变化；而对于股票价格突

然异常波动的发行人，评级机构则需引起重视，并对

引发波动的原因进行详细调研。如果引起股价变化的

原因是由于发行人的基本状况或发展前景的不利变

化引起的，比如发行人所处的法律环境发生改变或所

处行业发生重大技术突破等，这时候就有必要对公司

的信用等级重新进行评估。否则，如果股价的突然变

动仅仅是由于市场对某些传言的过度反应或人为非

法操纵价格等因素引起的，则这种股价异常波动通常

不会影响公司的信用状况。 

[全文] 

                         

                          

>理财百科 

 

☞  国债基础知识 

 

国债有两种：凭证式国债和记账式国债 

国债是国家发行的，到期还本，半年或一年付息

一次，国债的利率比同期存款利率高，投资国债不用

交纳利息税。国债有两种，一是凭证式国债，利率比

同期存款利率高，类似储蓄又优于储蓄，有“储蓄式

国债”之称。另一种国债是记账式国债，又称无纸化

国债，目前主要是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可以像股票

一样买卖。与凭证式国债相比，收益率和变现能力优

势都较为明显：记账式国债的利率比凭证式国债高；

由于记账式国债可以上市流通，不仅可以获得固定的

利息，同时还可以通过低买高卖获得差价收入。 

国债交易是净价交易。记账式国债是净价交易，

净价就是不含利息，实际成交价格是净价和应计利息

相加，净价就是我们通过交易所行情系统所看到的显

示价格。交易实例：假设一只期限为 3年、年利率为

3.65%的记账式国债，发行时，某投资者以 100元买

入，持有 100天之后，该品种交易价格涨到了 103元，

该投资者卖出此债券的价格为 103元，但实际的成交

价格不仅包括 103元，还包括 100天的利息收入 1元

(年利率/365×实际持有天数)，合计为 104元。 

                         [全文] 

http://school.stockstar.com/SS2008112030140684.shtml
http://school.stockstar.com/SS20160216000018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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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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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腕表投资入门 一万美

金入场 

【风尚中国】钟表投资与收

藏不像炒股那么令人心惊胆颤，

它有一定的国际行情，价格透

明，不致因无法预测的单一事件

影响而血本无归。艺术投资与收

藏一向是极为热门的话题，在亚

洲早已蔚为一股热潮，尤其中国

大陆、俄罗斯、印度等新兴买家

的崛起，活络了整个市场。 

                 [全文] 

 

☞ 瑞士名表品牌保值增

值？挑选保值腕表的五大

准则 

【风尚中国】品牌决定了一

切，挑选一款具有保值与升值潜

力的品牌，就决定了这只表 90%

的价值，但品牌诉求不在价格

高，重点是专业。众多品牌中，

最受到市场青睐的，除了在拍卖

会上价位不断攀升的 Patek 

Philippe 与 Rolex 之外，有自

制机芯表厂的腕表品牌。 

    [全文] 

 

 

 

 

☞  收藏腕表必知：从款式和机心入手 

【风尚中国】表业行家曾经指出，有些品牌设计出来，只有 10 年多

的历史，但可以卖到几百万人民币，之所有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关键就

是因为其理念与众不同。曾经有个品牌的手表，材料、功能都是大家没有

看到过的，所有能卖到七八百万。当然，不同的投资者也可以各有侧重点，

有些注重款式，而有些则更为看重手表机心的功能，比如像陀飞轮、万年

历等手表的收藏者都越来越多。从长线角度看，收藏名表的收益是非常可

观的，一些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名表，现在的价格都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收

藏手表可以从款式和机心两个方面入手，但切记不要盲目跟风，要根据自

己的实际需求出发来挑选手表。收藏名表有一个诀窍，那就是可以关注某

个品牌中最为经典的品种，这样其增值潜力一般来说就比较大。比如像陀

飞轮很多品牌的手表都生产。 

                                          [全文]  

http://luxury.fengsung.com/n-160525152801108.html
http://luxury.fengsung.com/n-160204115348946.html
http://luxury.fengsung.com/n-1605261551131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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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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 南方基金 孙 伟 银河证券 股票型 

2 鹏华高铁分级 鹏华基金 张羽翔 招商银行 股票型 

3 光大保德信中国制造 2025 混合 光大保德信  何 奇 工商银行 混合型 

4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 财通基金 金梓才 工商银行 混合型 

5 博时弘康 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A 博时基金 陈鹏扬 中国银行 债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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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平稳理财计划 中国银行 组合型 83天 否 5万 4.10% 

2 乾元-众享保本 建设银行 组合型 143天 否 1万 3.35% 

3 乐赢稳健轻松投 中信银行 组合型 91天 否 1万 4.35% 

4 T计划 光大银行 组合型 66天 否 5万 4.55% 

5 优客理财 光大银行 组合型 150天 否 5万 4.55% 

6 翠竹 1W理财产品 民生银行 组合型 7天 否 20万 3.90% 

7 升盈 126天 华夏银行 组合型 126天 否 1万 4.45% 

8 同享盈增利 浦发银行 组合型 90天 否 1万 4.36% 

9 广银安富 广发银行 组合型 182天 否 1万 4.40% 

10 和盈滚滚添利 平安银行 组合型 60天 否 5万 4.20% 

11 安心得利·灵珑 农业银行 组合型 153天 否 100 万 4.00% 

12 金钥匙·如意 农业银行 组合型 90天 否 1万 4.20% 

来源：各银行官网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1 月 30 日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160135,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160639,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1740,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1480,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4034,jjgk.shtml
http://www.boc.cn/fimarkets/cs8/201109/t20110922_1532694.html
http://finance.ccb.com/cn/finance/ProductDetails.html?PRODUCT_ID=ZHQYBB20180400246
http://www.citicbank.com/personal/investment/financing/B170A0174.html
http://www.cebbank.com/site/gryw/yglc/lccpsj/Tjh70/29988585/index.html
http://www.cebbank.com/site/gryw/yglc/lccpsj/yxl94/36208102/index.html
http://www.cmbc.com.cn/channelApp/finance/financialDetail.jsp?prd_code=FSAB12029B
http://www.hxb.com.cn/grjr/lylc/zzfsdlccpxx/index.shtml
https://ebank.spdb.com.cn/nbper/index.do#Finance/2301157317
http://www.cgbchina.com.cn/jsp/financing_detail2.jsp?channelId=16684283&productno=ZZGYAF1711
https://bank.pingan.com.cn/m/main/index.html
http://ewealth.abchina.com/fs/AD183206.htm
http://ewealth.abchina.com/fs/ADRY180163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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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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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