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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理财产品综述  

 

【私行的 2018：马太效应凸显 小银行热情减退】 

2019年，私行中国发展开启 12年运行。未来的市场形态，备受中外关注。2018年是私人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

视野的第 11 年。这些年来，中资私人银行经历了联姻外资合伙办银行、跑马圈地、精耕细作等阶段，渐趋成熟。

然而产品同质化、代销危机暴露和国际化进展不足还是禁锢了中资私人银行大展身手。甚至，曾经纷纷试水的中小

银行也碍于成本收入比而浅尝辄止。 以时间为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普益标准获取的数据显示，2010年发行

私人产品的银行有 10 家，接下来 2011 年到 2016 年上升较快，分别是 19、23、30、38、49、80 家，但是 2017、

2018年分别是 85家和 86家，有所减缓。 

                                                                          [全文] 

人民币中间价 

 币种 中间价 

（截止：2018-12-28） 

美元/人民币 6.8632 

港元/人民币 0.8762 

100日元/人民币 6.1887 

欧元/人民币 7.8473 

英镑/人民币 8.6762 

澳元/人民币 4.8250 

全球指数 

 指数 点位 
周涨跌

点数 

周涨跌

幅度 

（截止：2018-12-28） 

上证指数 2493.9 -94.29 -3.64% 

深证指数 7239.79 -441.96 -5.75% 

恒生指数 25845.7 -661.05 -2.49% 

道琼斯指数 23327.4 -2211 -8.66% 

标普500 2506.85 -253.31 -9.18% 

纳斯达克 6635.27 -695.25 -9.48% 

日经指数 20014.7 -2336.2 -10.45% 

商品期货 

 合约 点位 
周涨跌

点数 

周涨跌

幅度 

（截止：2018-12-28） 

沪金1901 282.1 6.2 2.25% 

沪铝1901 13560 5 0.04 

沪锌1901 21340 655 3.17% 

沪铜1901 48220 -1500 -3.02% 

螺纹1901 3852 265 7.39% 

橡胶1901 10995 80 0.73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1901101023441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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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13.4 万亿！2018 年券商资管规模缩水超两成 

【证券时报】随着资管新规及配套细则相继落地，券商资管整体处于整改存量、发行增量的过程。证券时报

记者了解到，截至 2018年底，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资管规模为 13.4万亿元，较 2017年底缩水了 20.24%。 

                                                              [全文] 

 

☞  全球大类资产罕见全线下挫 避险将成为 2019 年主流投资策略 

【中国证券报】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后，近期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经济体发

布了不甚理想的经济数据，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渐起。2018年，全球大类资产罕见地出现了全线下

挫；展望 2019年，避险将成为主流投资策略，而避险资产内部也将出现分化，美元光环渐退，黄金配置价值凸显。 

                                                              [全文] 

 

☞  2018 理财大数据：近七成投资者全面亏损 你笑到最后了吗？ 

【汇通网】根据《维度》联合腾讯理财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在 2018 全年投资理财中，全面亏损的占比接近

七成，而赚得收益超过 10%的仅占全部受访者的 6.17%，盈利超过五成的，更是凤毛麟角，只有 1.52%。[全文] 

 

☞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 4亿 你是其中之一吗？ 

【中新网】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 8日对媒体表示，中国有近 14 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要持续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将制定出台稳住汽车、

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完善住房租赁、家政服务、养老、托幼的配套政策。                      [全文] 

 

☞  隔夜资金利率步入“1时代”，资金价格跌至三年来低位 

【上海证券报】降准话音刚落，银行间市场资金价格已跌至“地板价”。继 1月 7日降至 1.379%后，昨日隔

夜资金利率 DR001 仍然在同一点位附近徘徊，达到 3年以来的低位，市场人士惊呼：钱太不值钱了！ 

                                                                                  [全文]                                                                                                                                                                                                                        

http://funds.hexun.com/2019-01-09/195812089.html
https://finance.stockstar.com/SS2018121700000454.shtml
http://money.hexun.com/2018-12-25/195664489.html
http://cfi.cn/p20190109000346.html
http://www.yanglee.com/Information/Details.aspx?i=5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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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资讯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理财攻略 

☞  春运购票高峰到来 交通保险“护航”更安心 

【金融投资报】距离春节假期尚有时日，不过，对于在外地工作的消费者们而言，春运抢票高峰却已悄

然到来。值得关注的是，在春运期间，往往需要多次经历较长距离的路途，各种意外发生的可能性亦较平日

更高。对此，保险业内人士指出，可通过配置相关保险产品，应对相关风险。                     [全文] 

 

☞  家庭理财规划，应该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和讯私财】在我们一生中会经历出生，求学，结婚生子，养老等人生阶段，人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发展

变化之中，而在我们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在投资生涯中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你不理财，财

不理你”道出了理财观念的重要性，在家庭理财规划中，我们要考虑哪些比较重要的因素。         [全文] 

                                                                           

☞  如何从零开始做好个人理财规划？ 

【和讯私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开始——你了解并做过的理财有哪几种

呢？如果此时的你只能想到定期存款或者余额宝的话，那么我接下来的内容你真的要好好看看了。首先我们

讲下要不要进行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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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ce.cn/insurance1/scroll-news/201901/10/t20190110_31223302.shtml
https://sicai.hexun.com/news/detail.do?id=898
https://sicai.hexun.com/news/detail.do?id=899
http://www.jiuyancf.com/archives/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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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藏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这只鸟凭什么能上《国家宝藏》 

【宝库】虽然佛祖舅舅的身份是假的，但大鹏

金翅鸟的地位不一般却是真的，尤其在云南，这周

末即将播出的新一期《国家宝藏》里，云南省博物

馆就把一件大理国时期的银鎏金镶珠金翅鸟当成最

能代表本省的三件文物之一带上了舞台，其地位可

见一斑。                               [全文]  

 

☞ 2019 年国内外有哪些艺术大戏上演 

【99艺术网】告别 2018，艺术界也随之翻开了

2019年的序章。而无论是对于艺术好爱者，还是专

业人事，所关心的点之一逃不了 2019年国内外有哪

些重要的艺术活动。观望 2019 各美术馆与艺术机构

目前所呈现出的计划，除了各大艺博会，如双威尼

斯、巴塞尔、弗里兹等将如期举行以外，不少大展

也将拉开序幕。 

                           [全文] 

 

☞ 古老的版画 可以当代呈现 

【新浪收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描绘影像的

艺术，版画的历史由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刻就，

迄今为止所发现最早的版画是制作于唐代的《金刚

经》（868 年）。不同于其他艺术创作，一幅版画

作品需要融合画家、绘稿人、雕刻师三重艺术创作

与工艺，有时三者合一，有时候则分工合作，具有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奇妙组合方式。 

                     [全文]  

 

 

 

http://collection.sina.com.cn/plfx/2019-01-08/doc-ihqfskcn5173392.s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exhibit/zlxx/2019-01-08/doc-ihqfskcn5045191.s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exhibit/zlxx/2019-01-09/doc-ihqhqcis4416565.shtml
http://collection.sina.com.cn/exhibit/zlxx/2019-01-09/doc-ihqhqcis44165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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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价值显现 A股将行稳致远 

2018年是 A股国际化大跨步的一年。继 MSCI纳入 A股后，A 股被纳入富时罗素和标普道琼斯指数体系。

在 A股国际化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对于国际化及其可能带来的机会，境外投资人用“真金白银”给出了答案。

分析人士指出，外资对 A股市场热情高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随着体量增大，A 股市场国际影响力快速提

升；二是 A股估值优势较为明显。可以预期，2019 年，A 股国际化仍将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说起 2018年 A股国际化之路，不得不提的是 A股的正式“入摩”。作为 A股国际化一大“里程碑”，得

益于不断完善的机制和持续开放的努力，2018年 6月 A股终于与 MSCI成功“牵手”。尽管这只是 A股“试水”

国际化的第一步，但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意味着 A 股向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心舞台”坚定迈进，国际资本市

场也因 A 股的加入而更加丰富。2018年，A股国际化进程在多个全球重要指数对 A股敞开大门后受到市场瞩目。

除 6月 A 股被正式纳入 MSCI 新兴市场指数外，9月 A股占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提高到了 5%。 

 

☞  年终盘点：“资管新规”下的互联网理财 

 2018年是互联网理财的转折之年。2017年酝酿已久的“资管新规”终于在 2018年落地，期间经历了不

少波折，落地后也并非一路坦途。新规对于中国资产管理市场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成为了述说资

产管理行业和理财的真正逻辑起点。 

“资管新规”对于互联网理财也产生了影响。2018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分别在年初和年中

发布了第 41 次、第 42 次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根据两次《报告》，我国购买互联网理财产

品的网民规模保持高速增长趋势。但是，根据 12月 15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行业发布的《2018年互联

网理财指数报告》，2018年互联网理财指数有所下降，降幅高达 23.45%，并且互联网理财市场整体规模增幅

也远低于往年。这一趋势性的变化与 2018年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规范和监管不无关系。2017年 11月 17

日，央行联合银监会等机构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在统一同

类资产管理产品的监管标准，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一时激起千层浪，征求意见稿搅动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围

绕此的争议和讨论毫无争议地成为第一季度金融界最热门的话题。一直到 4月 27日，一行两会联合外管局一

锤定音，正式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资管新规”才算正式落地。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http://www.yanglee.com/Information/Details.aspx?i=58329
http://www.yanglee.com/Information/Details.aspx?i=58297


 

8 

 

市场周评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融周评：央行降准释放 1.5 万亿流动性，多头借势爆发         [全文] 

 

主要观点 

1、资金面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央行全面降准 1 个百分点，流动性宽松趋势下，预计 1月份收益率会小

幅下跌。 

2、随着一系列宽信用举措出台，货币宽松对债市的刺激效应可能趋弱，大类资产配置逐渐朝向股市倾斜，

债市吸引力恐降低。 

3、美国公布疲弱数据后股市大跌，引发后续美元、股市和收益率走低的主题继续下去，黄金可能会突破上

行。 

4、中国和美国的汇率政策分化任然在加剧，市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歧凸显，汇率波动幅度还将会有所上

升。 

5、大宗商品演绎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大戏，呈现“倒 V”走势，强势美元、宏观经济走弱预期成为商品走势

转折的主因。 

6、新年起始央行突发降准 1 个百分点，夯实“市场底”的进程也在持续进行，春季行情可期。 

一、银行理财量价齐跌，受益终结四连涨 

二、资金面恢复宽松，债市收益面临下行 

三、不确定性持续发酵 黄金价格直逼 1290 

四、美元指数走弱，人民币汇率持续小幅上涨 

五、期市多头爆发，各品种集体暴涨 

六、新年降准将至，A股重回 2500点 

…… 

                                          

 

http://www.yanglee.com/Studio/Details.aspx?i=5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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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学院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投资课堂 

 

☞  盘点家庭理财简单易行的小知识 

1、时常梳理自己的支出和收入 

有一些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收入和支出，一个月

下来没什么结余。 

窍门：收入-存款=支出，而绝不是收入-支出=

存款。记账是一种很原始但是很有效的理财方式，只

有把自己的收入和开支梳理清楚了，才能进一步进行

理财策略的调整。 

2、存钱是最简单也最基本的理财手段 

“能赚钱，又能有计划的花钱”才应该是投资理

财之道! 

窍门：应该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就存一定比例的

钱到银行，可以采用零存整取或者基金定投，剩下的

才是支出部分。 

3、注意家庭中的固定资产比例 

许多人看到房价节节攀升，觉得买房子是很保险

的投资方式，所以手头一有钱，就去买房子。除去房

价下跌资产缩水的风险，因为买房而背上几十或上百

万的房贷，往往导致生活质量下降。 

[全文] 

                         

                          

>理财百科 

 

☞  家庭理财规划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第一，需要一些必要的流动资产，包括活期存款，

货币基金，一般得预留半年的工资，这个得根据每个

家庭具体情况定。 

第二，合理消费支出，理财的最终目的还是想达

到保值，增值，现实生活中，学会省钱，合理规划日

常消费支出，这个非常重要，而没有好的规划，就会

像现在社会年轻人普遍存在的借贷的情况，信用卡，

各种消费贷，所以合理规划可以避免让自己的生活陷

入无底洞的情况。 

第三，充足的教育储备，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孩

子教育的国家，家长花掉毕生心血也要给孩子最好的

教育，孩子出生，就可以考虑准备一定数量的专项教

育金了。 

第四，合理的风险保障，人的一生中，风险无处

不在，通过风险管理和保险规划，可以将意外事件带

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第五，长远的养老规划，随着中国老龄化越来越

严重，养老问题迫在眉睫，因此，要提早规划自己的

个人养老，确保晚年的生活质量。 

                         [全文] 

https://sicai.hexun.com/news/detail.do?id=831
https://sicai.hexun.com/news/detail.do?id=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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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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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宴会服装礼仪 

【中国礼仪网】不仅代表一

个人的身份、地位、教养以及品

味；也是一个民族的经济橱窗。

中国古人有言：“人要衣装，佛

要金装”。穿着的三个基本要求：

穿出自己的风格及特色；合乎场

合、年纪、身材及身份；要予人

大方、稳重的良好印象。 

                 [全文] 

 

☞ 宴会上向客人敬酒需

注意的礼仪 

【中国礼仪网】敬酒也就是

祝酒，是指在正式宴会上，由男

主人向来宾提议，提出某个事由

而饮酒。在饮酒时，通常要讲一

些祝愿、祝福类的话甚至主人和

主宾还要发表一篇专门的祝酒

词。祝酒词内容越短越好。敬酒

可以随时在饮酒的过程中进行。

要是致正式祝酒词，就应在特定

的时间进行，并不能因此影响来

宾的用餐。 

    [全文] 

 

 

 

 

☞  西式宴会安排客人入座之礼 

【中国礼仪网】当食物准备就绪后，宴会第一道菜应当提前摆在餐桌

上，这样女主人就可以和客人一起入座。如果人不多，女主人可以高声宣

布开始用餐，人比较多的时候，可以让来宾相互通告入座。安排客人入座

是很有学问的，男主人应引着最尊贵的女士走进餐厅，并让她坐在他的右

侧。特别尊贵的客人，也可以是最年长的女士，或久未造访的朋友。次重

要的女客人应该被安排在男主人的左侧。女主人通常坐在桌尾，重要的男

客人应该坐在她的左侧。必须注意的是在安排坐位时男女客人要均匀地安

排，并且尽量不要安排夫妇坐在一起。当人太多的时候，女主人很难说得

清客人们的座位，这时候可以使用座位卡。如果没有座位卡，女主人应当

上前去告诉客人他们的座位。女士们找到座位后会马上坐下来，但女主人

应最后入座。 

                                          [全文]  

http://www.welcome.org.cn/yanqingliyi/2010-4-29/yhfz.html
http://www.welcome.org.cn/yanqingliyi/2009-7-7/jingjiu_0.html
http://www.welcome.org.cn/yanqingliyi/2009-1-31/xiy5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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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海可转债债券 A 中海基金 彭海平 农业银行 债券型 

2 华安沪港深机会灵活配置混合 华安基金 陆秋渊 工商银行 混合型 

3 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混合 财通基金 姚思劼 工商银行 混合型 

4 中欧电子信息产业沪港深股票 A 中欧基金 曲 径 建设银行 股票型 

5 嘉实新能源新材料股票 C 嘉实基金 姚志鹏 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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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德添利 交通银行 组合型 365天 否 1万 4.28% 

2 金钥匙·安心得利 农业银行 组合型 146天 否 1万 4.00% 

3 金钥匙·安心得利 农业银行 组合型 99天 否 5万 3.90% 

4 智慧滚滚添利 平安银行 组合型 60天 否 20万 4.20% 

5 广银安富 广发银行 组合型 91天 否 1万 4.25% 

6 同享盈增利 浦发银行 组合型 88天 否 1万 4.45% 

7 翠竹 9W理财产品 民生银行 组合型 63天 否 100 万 4.45% 

8 同利计划 光大银行 组合型 84天 否 5万 4.25% 

9 增盈 162天 A款 华夏银行 组合型 162天 否 1万 4.40% 

10 薪满益足 广发银行 组合型 105天 否 30万 4.35% 

11 T计划 光大银行 组合型 66天 否 5万 4.55% 

12 乾元-众享保本 建设银行 组合型 97天 否 1万 3.15% 

来源：各银行官网    

玖言理财周刊                                                                                                   2018 年 12 月 31 日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0003,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4263,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501046,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4616,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3985,jjgk.shtml
http://www.bankcomm.com/BankCommSite/shtml/jyjr/cn/7226/7266/7281/7282/41841.shtml?channelId=7226&code=2242190013
http://ewealth.abchina.com/fs/AD190013.htm
http://ewealth.abchina.com/fs/AD190011.htm
https://bank.pingan.com.cn/m/main/index.html
http://www.cgbchina.com.cn/jsp/financing_detail2.jsp?channelId=16684283&productno=ZZGYAF1760
https://ebank.spdb.com.cn/nbper/index.do#Finance/2301157319
http://www.cmbc.com.cn/channelApp/finance/financialDetail.jsp?prd_code=FSAB09017C
http://www.cebbank.com/site/gryw/yglc/lccpsj/27637101/60009185/index.html
http://www.hxb.com.cn/grjr/lylc/zzfsdlccpxx/index.shtml
http://www.cgbchina.com.cn/jsp/financing_detail2.jsp?channelId=16684283&productno=ZZXMYZO0323
http://www.cebbank.com/site/gryw/yglc/lccpsj/Tjh70/29988585/index.html
http://finance.ccb.com/cn/finance/ProductDetails.html?PRODUCT_ID=ZHQYBB201901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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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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