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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情  
 

 

 

 

 

 

理财产品综述  

 

【央行为银行发行永续债保驾护航】 

银行线上理财集合平台 “财源源”总共囊括了 57家直销银行的 117款产品，较上周减少了 3款产品。产品类

型主要有货币基金、债券型基金、银行理财、保险类投资、黄金投资、银行存款以及资管计划；包含封闭式预期收

益型、开放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其中，货币基金占比最高，为 51%；其次是占比 17%的银行理财和 15%的

银行存款。上周，除债基、保险理财外，货基、银行理财、银行存款以及帐户金的平均收益率均呈下滑态势。其中，

金价降幅最大，较前一周下滑 39.5 BP。货基次之，较前一周下调 4.4 BP。此外，银行存款和银行理财的平均收益

小幅下滑，分别下调了 0.3 BP和 0.8BP。而债基较前一周上调 0.8 BP，但涨幅大幅下滑。 

                                                                          [全文] 

 

【首月集合信托资金规模环比下滑 基础产业类信托逆势增长】 

近日，用益信托披露 2019年首月集合信托市场数据。截至 2月 3 日，1 月共计 61 家信托公司发行 1422 款

集合信托产品，环比减少 28.94%；发行规模共计 1777.55 亿元，环比减少 24.88%，同比下滑仅为 5.59%。在成

立方面，截至 2月 3 日，1 月共有 55 家信托公司成立 1456款集合信托产品，环比下滑 14.95%；募集资金规模为 

1489.03 亿元，环比下滑 14.20%，但同比大增 47.56%。投向各领域的集合信托产品也出现程度不一的下滑，但基

础产业信托却逆势增长。 

                                                                                             [全文] 

人民币中间价 

 币种 中间价 

（截止：2019-01-31） 

美元/人民币 6.7025 

港元/人民币 0.8545 

100日元/人民币 6.1478 

欧元/人民币 7.6981 

英镑/人民币 8.7890 

澳元/人民币 4.8577 

全球指数 

 指数 点位 
周涨跌

点数 

周涨跌

幅度 

（截止：2019-01-31） 

上证指数 2584.57 90.68 3.64% 

深证指数 7479.22 239.43 3.31% 

恒生指数 27942.4 2096.7 8.11% 

道琼斯指数 24999.6 1672.2 7.17% 

标普500 2704.1 197.25 7.87% 

纳斯达克 7281.73 646.46 9.74% 

日经指数 20773.4 758.72 3.79% 

商品期货 

 合约 点位 
周涨跌

点数 

周涨跌

幅度 

（截止：2019-01-31） 

沪金1902 283.5 -0.60 -0.21% 

沪铝1902 13450 -140 -1.03% 

沪锌1902 22320 1395 6.67% 

沪铜1902 47850 -490 -1.01% 

螺纹1902 3878 335 9.46% 

橡胶1903 11210 125 1.13% 

玖言理财周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http://bank.hexun.com/2019-01-28/196012296.html
http://bank.hexun.com/2019-01-28/196012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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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回顾 
 

 

 

 

 

 

 

 

 

 

 

 

 

 

 

 

 

 

 

 

 

玖言理财周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  科创板 50万门槛挡住多少人 85%股民或不能直接参与 

【券商中国】从过往经验来看，投资者门槛是关乎交易流动性的因素之一。在近三个月的热烈讨论后，科创

板方案初定，投资人投资科创板的最少资金要求为 50万元人民币。券商中国记者比照上交所数据发现，这意味着

85%以上的 A 股投资者将不能参与科创板。                                                        [全文] 

 

☞  银行开年收约 700 张罚单，银监重治信贷资金违规入楼市 

【界面新闻】相比 2018年同期，罚单数量大幅增多，但是金额却一定程度下降。受罚对象几乎覆盖了所有的

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甚至外资银行。处罚范围涉及，理财、信贷、票据、信披、挪用资金、合规等

等，其中违规流入楼市的情况依然屡禁不止。                                                      [全文] 

 

☞  中国黄金消费量连续 6年全球第一 

【人民网】1 月 31 日，中国黄金协会发布 2018 年度黄金行业数据。2018 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 1151.43

吨，连续 6 年保持全球第一位，与 2017 年相比增长 5.73%。国内黄金产量为 401.119 吨，连续 12 年位居全球第

一，与 2017年相比，减产 25.023 吨，同比下降 5.87%。                                            [全文] 

 

☞  2018 年支付宝交易笔数不到微信支付一半 

【证券日报】近日，多家网络支付机构响应监管要求，陆续公布了 2018年度风险事件及客户投诉处理等情况，

从中可以推测出个家网络支付机构的业务规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支付宝和财付通，前者去年支付笔数不到后

者一半，而交易类客户投诉数量则是后者 5 倍。                                                    [全文] 

 

 

☞  信托产品今年或难再现高收益 兑付风险或继续增大 

【金融投资报】2018年，理财市场持续低迷，但集合信托产品却成为为数不多的黑马之一。记者注意到，截

至年末，部分种类信托产品平均收益逼近 9%，且价量齐升，火热收官。不过，随着 2019年的到来，这样的强势

表现或有所减弱。分析人士表示，信托行业整体的高收益或将在 2019年终结。                         [全文]                                                                                                                                                                                                                        

http://money.163.com/19/0213/10/E7SVBTF600258152.html
http://www.sohu.com/a/294377201_313745?scm=0.0.0.0&spm=smpc.ch15.top-news-5.4.1550042142260sny6yI3
http://finance.ce.cn/gold/gd/201902/12/t20190212_31453535.shtml
http://money.163.com/19/0203/22/E74FQGRG002580S6.html
http://trust.hexun.com/2019-01-04/195765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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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言理财周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理财攻略 

☞  年终奖买理财还是提前还房贷？ 

【证券日报】随着年终奖的发放，不少购房人有了闲钱。不过，一边是房贷的压力，一边是理财产品收

益率持续下降，许多购房人开始纠结，用年终奖提前还款究竟值不值。                           [全文] 

 

☞  节后钱袋子需“补血”理财产品如何配置 

【金融投资报】春节假期消费市场迎来高峰，不少人的“钱袋子”亦随之缩水。在此情况下，节后如何

配置理财产品“补血”，也成为理财市场颇受关注的话题。在市场分析人士看来，无论是银行理财还是互联

网宝宝，都可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遵循一定的投资逻辑。                                       [全文] 

                                                                           

☞  金融衍生品到底能发挥怎样的风险管理功能？ 

【证券日报】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工具，股指期货具有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概括起来，股指期货

主要有四方面的功能：实现风险管理、降低现货波动、提高市场质量和促进国际竞争。今天，我们主要谈一

谈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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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hexun.com/2019-02-12/196110376.html
http://finance.ce.cn/bank12/scroll/201902/13/t20190213_31465229.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2-12/doc-ihrfqzka5031199.shtml
http://www.jiuyancf.com/archives/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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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藏  
 

                                                                                                                  

 

 

 

 

 

 

 

 

 

 

 

 

 

 

 

 

 

 

 

 

玖言理财周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 春节出国游带火“洋博物馆” 

【新华网】随着出境游人数不断增长，选择逐

渐变多，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热

门景点，而是更多地选择最感兴趣的、最适合自身

的游玩地点，更加关注文化景点、注重精神消费，

品当地美食、住当地民宿，积极体验当地生活。 

                               [全文]  

 

☞ 版画语境里的文明互鉴 

【北京日报】此展共带来两馆的馆藏版画作品

约 200 件，创作时间跨度近 400 年。它以“文明互

鉴”为主题，分“多元图景”“复兴经典”“卢浮

拾珍”“英伦视域”“浮世物语”五个部分，在版

画的世界里，展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风格

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让广大观众近距离倾听在美

的创造过程中那镌刻的心声，感悟那印痕中所折射

出的思想光辉和创造力量。               [全文] 

 

☞ 钱是什么“东西” 

【上海金融报】俗话说“钱非万能，但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时值岁末年初，又到集中花钱“季”，

有的人调侃：“钱是什么？钱是王八蛋！”一脸不

屑，好似与钱有杀父之仇，实则反映出对金钱爱恨

交加的复杂心理。其实，对金钱的这类称谓古已有

之。“阿堵物”，就是古人对金钱的一个别称。 

                     [全文]  

 

 

 

http://collection.sina.com.cn/2019-02-09/doc-ihrfqzka4459758.shtml
http://art.people.com.cn/n1/2019/0213/c226026-30642415.html
http://money.eastmoney.com/a/201901221031740046.html
http://money.eastmoney.com/a/201901221031740046.html


 

7 

 

博文论市 
 

 

 

 

 

 

 

 

 

 

 

 

 

 

 

 

 

 

 

 

 

☞  盘和林：刘姝威力挺“闺蜜” 更应反观自身独立性 

2 月 11日，中央财经大学知名学者刘姝威发表文章《严格监管严格执法》，针对只面向格力电器董事长董

明珠而不对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发出的警示函，质疑广东证监局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1月 31日董明珠因涉

嫌违规披露公司业绩信息，收到广东证监局要求其规范信息发布的监管警示函。 

笔者认为，刘姝威作为格力电器独立董事，应在发表观点的同时须保持独立性，代表公司整体利益得同时

还需要防止控股大股东及高管的内部控制问题，不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影响。这才是

刘姝威作为独立董事应有的专业水准，当股东和高管发生利益冲突时，独立董事应站在中小股东和公司整体的

立场上，对管理层加以质疑和建议。刘姝威在董明珠和万科事件上其作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一直为外界诟病，

这是值得刘姝威自身反思的。在质疑广东证监局是否存在选择性执法的同时，刘姝威还提出公司董事及高管是

否有义务向股东大会报告业绩预期等原则问题的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建议。 

 

☞  理性认识老龄化社会，积极寻找应对之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情绪也在持续发酵。实际

上，根据 2000年 11月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彼时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达 1.3亿，占总人口 10.2%，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 8811 万，占总人口 6.96%。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在 2000年时便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 

有不少人参照日韩的发展经验，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会严重掣肘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人口老龄化本

身就是问题。我们知道，人口老龄化主要是两方面力量的作用结果，一是出生率降低，二是死亡率降低。出生

率的降低，早期是计划生育的作用结果，而最近十几年，主要是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其原因在于养育成本太

高，包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尤其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每多

一口人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劳动力，这毫无疑问会带来整个家庭整体财富的增加，因此人们的生育意愿相当强。 

但是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这种原始的农业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低，上述逻辑在整个社会层面

不再成立。经济压力的减轻使得家庭对孩子的期望也不再是增加家庭财富，而是长大成材。 

玖言理财周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http://opinion.hexun.com/2019-02-13/196122566.html
http://opinion.hexun.com/2019-02-05/196072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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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言理财周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金融周评：年前迎商誉减值股灾，债市持续走牛                 [全文] 

 

主要观点 

1、央行节前放水，在市场流动性宽松及银行理财改革的背景下，理财收益率大概率会延续此前的下跌趋势。 

2、财政部指导地方债发行价格，流动性整体平稳，美联储则大概率将结束加息进程，整体来看，国债仍有

上行动力。 

3、中美贸易谈判曲折艰难，近期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上美联储加息可能暂缓的预期，为短期金价上涨带

来了巨大的动力。 

4、美联储加息周期预计进入尾声，美元弱势震荡，人民币短期料延续偏强表现，升值大戏继续上演。 

5、近期国内焦煤现货市场交易基本停滞，焦煤期价大涨则主要是受澳洲进口焦煤可能收紧的影响，后期价

格上涨动力较弱。 

6、本轮反弹以来，权重股表现整体好于成长股，在市场风险偏好上升背景下，市场有望持续震荡攀升态势。 

一、银行理财节前收益率创一年半新低 

二、基本面对债市支撑 牛市难言结束 

三、美联储加息趋缓，黄金大涨突破 1320 

四、人民币汇率继续走强，升破 6.7 大关 

五、黑色系期货飙涨，原油期货大跌 

六、年前市场普涨，震荡攀升沪指重返 2600点 

…… 

                                          

 

http://www.yanglee.com/Studio/Details.aspx?i=5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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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言理财周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投资课堂 

 

☞  信托知识十问十答 

◆什么是信托？很多人都曾这样发问。 

信托（Trust）是一种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

律行为为，同时又是一种金融制度，信托与银行、保

险、证券一起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是委托人基于对

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

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

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五种视角看信托： 

对于投资者来说，信托是一种投资理财渠道。 

对于融资方来说，信托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

一个重要途径。 

对于信托业来说，信托是一种业务，是营业执照

上的一项经营资质。 

对于现代金融业来说，信托是金融分支之一，能

够满足资金的投资、增值需要。 

从法律层面看，信托是委托人将其财产交由信托

机构设立信托，由信托机构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

用和处分，为信托受益人获取收益或者实现特定目的

的活动。 

[全文] 

                         

                          

>理财百科 

 

☞  相互保险是什么 

 

《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中这样解释：相

互保险是指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的单位或个人，通

过订立合同成为会员，并缴纳保费形成互助基金，由

该基金对合同约定的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

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的保险活动。通俗理解，相互保险就是参加保险的成

员之间相互提供保险的制度。再形象点说就是“抱团

取暖”。 

虽然在我国相互保险去年才得到保监会的审批，

今年才开始大热，但其实它却是保险保障形式的最初

形态。早在 5000年前，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商贸活动

活跃，并发展到更远的地区以寻找交易市场。商人们

自发地采用互助共济、风险分担的方法来应对运输途

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所致损失。该方法规定：在运输途

中，商队中如有人员、货物及骆驼的伤亡损失，由所

有未遭遇损失的商人将所得利润的一部分资助受损

失者；如果此行平安顺利，则每个商人拿出利润的一

定比例留存作为共同灾难保障基金，作为今后损失的

资金来源。 

                         [全文] 

http://trust.jrj.com.cn/2019/02/12170027034751.shtml
http://www.jiuyancf.com/archives/1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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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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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Chanel 盖章的时尚

之城 这 5家餐厅千万别错

过 

【凤凰时尚】说起曼谷，大

多数国人对它的印象都是东南

亚度假胜地、泰国必打卡目的地

等等，谁知道，今年 Chanel 将

2019 早春度假系列从巴黎大皇

宫搬到了湄南河畔，秀前还在

Ins 上 分 享 了 许 多 主 题 为

Saibai Style 的照片和视频~ 

                 [全文] 

 

☞ 学会地毯的 3种配色大

法，让你家颜值秒升八度 

【凤凰时尚】最享受回到家

脱下鞋踩在柔软地毯上的那一

刻。地毯，不仅起到了提升家里

颜值的作用，更是一种让人舒适

放松的精致生活流行趋势。在古

代，家里铺地毯是种尊贵的象

征，而现如今，各种材质的地毯

应有尽有，编制工艺也丰富起

来，家家户户都能消费得起。 

    [全文] 

 

 

 

 

☞  谁说儿童房只能卖萌？get 这 4招让 TA 从小有格调 

【凤凰网】在大多数人眼中，儿童房似乎总是种“辣眼睛”的存在。

无论你家的风格是现代简约、欧式经典、新中式、北欧风、日式、轻奢……

一走进儿童房，冲进眼帘的永远是粉红的 Hello Kitty 与蓝胖子哆啦 A 梦，

色彩鲜艳与卡通图案，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这样的设计不仅破坏整体家装

风格、拉低整个家的格调，甚至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的审美。我们

今天就总结一些装修小 tips，帮你和宝宝一起打造一个兼具美感、童趣、

功能的儿童房，让你知道儿童房原来也能这么美~相对于冰冷坚硬的瓷砖，

质感温和的实木地板、软木地板，更适合儿童。孩子们都喜欢坐在地上玩

耍，因此，一张温暖防滑的地毯，是每个儿童房的必备。适合孩子身高制

作的软木板照片墙，满满都是回忆。花里胡哨的“城乡结合部式”色彩搭

配，绝不是儿童房的标配。 

                                          [全文]  

https://life.caijing.com.cn/20181227/4550213.shtml
http://life.caijing.com.cn/20181029/4530033.shtml
http://life.caijing.com.cn/20180928/4520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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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中证白酒指数分级 招商基金 侯 昊 中国银行 股票型 

2 金信深圳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金信基金 唐 雷 招商银行 混合型 

3 华宝可转债债券 华宝基金 李栋梁 招商银行 债券型 

4 鹏华酒分级 鹏华基金 余 斌 建设银行 股票型 

5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精明指数 A 南方基金 毕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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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平稳理财计划 中国银行 组合型 173天 否 5万 4.10% 

2 财富稳利 工商银行 组合型 126天 否 5万 3.80% 

3 乾元-建融家园 建设银行 组合型 217天 否 10万 4.15% 

4 乐赢稳健轻松投 中信银行 组合型 91天 否 1万 4.25% 

5 T计划 光大银行 组合型 66天 否 5万 4.55% 

6 富滇稳健 富滇银行 组合型 176天 否 1万 3.95% 

7 乾元-众享 建设银行 组合型 182天 否 1万 2.95% 

8 翠竹 9W理财产品 民生银行 组合型 63天 否 100 万 4.25% 

9 增盈 127天 A款 华夏银行 组合型 127天 否 1万 4.42% 

10 富融平衡 富滇银行 组合型 49天 否 1万 4.50% 

11 薪满益足 广发银行 组合型 91天 否 1万 4.45% 

12 广银安富 广发银行 组合型 99天 否 1万 4.15% 

来源：各银行官网    

玖言理财周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161725,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002863,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240018,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160632,jjgk.shtml
http://fund.jrj.com.cn/archives,160138,jjgk.shtml
http://www.boc.cn/fimarkets/cs8/201109/t20110922_1532694.html
https://mybank.icbc.com.cn/icbc/newperbank/perbank3/frame/frame_index.jsp
http://finance.ccb.com/cn/finance/ProductDetails.html?PRODUCT_ID=ZH070419002096D22
http://www.citicbank.com/personal/investment/financing/B170A0174.html
http://www.cebbank.com/site/gryw/yglc/lccpsj/Tjh70/29988585/index.html
http://www.fudian-bank.com/html/rxlccp/content/201921129335.html
http://finance.ccb.com/cn/finance/ProductDetails.html?PRODUCT_ID=ZHQYBB20190100033
http://www.cmbc.com.cn/channelApp/finance/financialDetail.jsp?prd_code=FSAB09010C
http://www.hxb.com.cn/grjr/lylc/zzfsdlccpxx/index.shtml
http://www.fudian-bank.com/html/rxlccp/content/201921129335.html
http://www.cgbchina.com.cn/jsp/financing_detail2.jsp?channelId=16684283&productno=ZZXMYZO6274
http://www.cgbchina.com.cn/jsp/financing_detail2.jsp?channelId=16684283&productno=ZZGYAF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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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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