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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和客户说资产配置，他们容
易接受；但股市赚钱效应明显，资金纷
纷流入股市，我们想留也留不住。现
在，趁着股市调整，各家银行也上调了
理财产品预期收益，吸引部分客户的资
金回归银行。”招商银行海口国贸支行
一位理财师说。

据普益财富统计的数据显示，6月
27日至7月3日66家银行共发行了753
款理财产品，保本浮动和保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共178款，市场占比为23.64%；
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共575款，市场占比
为76.36%。平均预期收益率为5.04%，
其中，预期最高收益率在6.00%及以上
的理财产品共 37 款，市场占比为
5.33%。

记者近日从海口多家银行网点了
解到，关注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又多了起

来。据工行海南省分行一客户经理介
绍，前期由于股市大涨，理财产品受青
睐程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但
其实从产品的表现来看，尤其是净值型
产品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并在这次市场
大幅调整中显现其稳健的优势。

以工行发行的产品为例，目前在降息
通道下，传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下降，比
如理财期限为180天的产品年化收益为
4%左右，但相比而言，净值型产品收益亮
眼。从同等理财期限的净值类产品来看，
表现最差的尊享系列开放净值型理财产
品2015年第二期，从2月5日成立至6月
30日绝对收益达3.9%，也即是年化收益
达到9.8%；而表现最好的尊享系列开放
净值型理财产品2015年第四期，从3
月 19 日成立至 6 月 30 日绝对收益
达8.8%，相当于年化收益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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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车之鉴你要看 理财如何打“钱锋”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火热，互联
网金融行业将成为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业
的巨大转折点。而伴随着智能移动终端
设备的不断更新普及，证券软件在手机
应用中也逐渐成为一种新潮流。

于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无论是证券
公司还是互联网公司，都抓紧脚步，推出
了不同于传统炒股软件的手机APP。如
自牛市行情诞生以来，百度今年2月上线

“百度股市通”，还有牛股王、金贝塔、优顾
炒股、淘金路等，连支付宝也来凑热闹，前
两天刚推出的新版便内嵌了“股票”服务。

现象：
炒股APP“入驻”股民手机

打开任意一个APP应用商店，与
“炒股”相关的新老APP动辄就有几十
甚至上百款之多。与传统的炒股软件大
智慧、同花顺、万得股票、东方财富等不
同，新兴的炒股APP主要目标客户是新
一代投资经验尚浅的年轻股民，这些年
轻股民更讲究轻便灵活的互联网体验。

新生代的炒股APP主要得益于智

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大面积普及，利
用便捷的操作性，让年轻股民可以充分
利用碎片化时间了解股票动向，并且增
加了股票社区的社交功能，对年轻人非
常有吸引力。

90后股民小苏表示一直喜欢使用
手机类应用，下载过的炒股类应用也有
百余款了，在实盘资讯类的炒股APP
中，他向记者推荐了“涨停妙手”。他告
诉记者，这款股票APP系统有涨停预测
专区和问股吧，同时具备微信对讲功能，
对涨停也有独到的把握。

据了解，深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此
前发布的《深市新开户个人投资者学历
分析报告》显示，在2014年初到2015年
3月31日之间的新开户投资者中，30岁
以下人群占比达到37.7%。这批在互联
网土壤上成长起来的85后、90后们，对
移动APP具有天然的接受能力和使用习
惯。这一背景之下，以股票社区APP为
主的证券类移动端产品兴起成为必然。

360手机助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炒
股类APP下载量呈现暴涨趋势，各类炒股
APP增长率基本上都在10%左右，部分知
名炒股类APP增长率甚至达到30%。

数据显示，在2015年4月主要股票

APP月活跃用户数方面，同花顺位居榜首，
月活跃用户数达1330.1万人（如右图）。

提醒：
模拟炒股与现实炒股有差距

不过，在看到巨大市场需求的同时，投
资者还要看到炒股APP的不足甚至风险。

据媒体报道，武汉股民用一个软件模
拟炒股“赚”30万元，真入市却亏了4万元。

国信证券海口世贸北路营业部一开
户专员介绍，“模拟炒股”诞生目的是为帮
助新人熟悉操作页面，相关软件根据股市
实盘交易规则设计，为模拟操作系统，买卖
规则同证交所规定基本一致，但这并不代
表用户在模拟中操作的成绩一定与现实中
一致。而在模拟中的巨大盈利，也可能会
使新手过于“自信”，导致实盘错误操作。

此外，由于模拟炒股软件实现技术
相对简单，实时反映大盘数据，但与炒股
不一样的是，它建立在一个虚拟的资金
交易委托平台，将现金交易下单方式，变
成了虚拟行为，有如联网游戏。除了流
量与广告收益，不排除有些上架销售软
件吸纳新用户的手机号等验证信息，可
能导致个人资料泄露。

四大行5月份贷款
新增2947.2亿元

央行近日公布最新的中资全国性四家大型
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合计
贷款余额为342462.53亿元，上月末为339515.33
亿元，因此四大行 5 月人民币贷款余额增加
2947.2亿元。数据显示，四大行5月末存款余额
为547255.12亿元，比4月末的月530681.96亿元
增加16573.16亿元。5月人民币存款增加3.23万
亿元，同比多增1.50万亿元。 （蔡辑）

申卡被拒后，
多久再申才能成功？

申卡成功的原因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原因各有
各的不同。不少申卡人被拒后，会非常着急的再次
申请，那么，申卡被拒后，多久再申才能成功呢？

被拒后，可以先拨打银行信用卡服务热线咨
询被拒原因，根据不同原因确定重申时间。

1、个人征信不良。有逾期并纳入征信报告
的，申请信用卡是很容易被拒的，短时间几乎没
有“翻身”的可能。

2、工作行业收入不稳定者，如自由职业者、
个体营业者、私企等，短时间工作变动不大，重新
申请信用卡机会不大。

3、其他原因，如申请者基本资料不全、联系
人不知情或不愿做联系人、未联系上申请人等，
重新申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高。 （蔡辑）

投资市场有“小寒”有“大暑”

“基窝”里
如何孵出金凤凰？

“股市通”咋通“淘金路”，“牛股王”还能牛多久

手机APP能否成炒股好帮手

注：月/日活跃用户是指当月/日使用过该股票APP的用户；日均活跃用户数
是指当月各APP每天日活跃用户数的平均值。 （以上数据来自和讯网）

今年4月主要炒股APP
月活跃用户数TOP10
APP名称 月活跃用户数（万人） 日均活跃用户数（万人）

1 同花顺 1330.1 433.59
2 大智慧 693.8 205.09
3 东方财付通 422.4 156.96
4 益盟操盘手 255.4 59.93
5 腾讯自选股 253.2 77.25
6 金太阳手机炒股 142.2 3.29
7 涨了财富通 102.4 29.71
8 模拟炒股 66.2 12.61
9 牛股王股票 44.8 3.64
10 和讯股票 33.3 13.39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经历前期暴跌，如今
A股震荡回升。看似遍布
黄金的市场，但部分投资
者似乎心有余悸，开始重
新关注那些相对安全稳健
的投资品种，将部分本金
重新挪回银行理财市场。

在银行理财师看来，
市场风险与收益成正比，
只要确定了自己的风险承
受能力，明确投资目标，控
制投资比例，就能选择到
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

多家银行的理财师分析后认为，资
金回流银行理财市场，主要是由于近期
股市调整和处于年中时点，导致银行理
财产品在月末、季末时期收益率小幅攀
升，吸引部分稳健型投资者，一般来说，
股市暴跌后很多人对股票型基金也开
始望而生畏，现在银行最好的投资品种
也就是理财和信托产品了，其中又以降
息后募集期仍未结束的高收益率理财
产品最受追捧。

但是今年以来随着降息的进行，理
财产品的收益率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下降，业内人士分析将来央行有可能还
会继续降息，未来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
率也将会继续下行。因此，有理财师建
议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尽量选择长期
限的理财产品，可以锁定未来一段时间
内的投资收益。

此外，未来股市的波动将会进一步
加剧，这将推动风险偏好低的资金从股
市流出。当下正是个人资产重新配置
的机会，理财师建议投资者个人资产配
置应该多元化，把资金重新转移到风险
相对较小的理财产品上，适当增加固定
收益类产品，例如国债。

当然，无论何时合理的资产配置都
是投资的关键。理财师建议，投资者要
进行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组合产品，这样
资产才会稳健增值。如果客户属于稳
健投资者，可以把理财产品作为主要投
资标的，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进行组合
投资，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前提下，提升
收益。激进型客户可以增加净值型产
品的配置比例，反之则增加传统产品的
配置。

现象
部分资金回流银行理财

﹃
投
基
﹄
策
略

视资金的性质和闲置的期限
决定，憋住也是一种策略。如果
要退出，可以考虑分批出，至少留
一半，留下来的资金将来弥补整
个资金亏损的可能性还很大。

（
投
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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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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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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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减持，尤其是有杠
杆的客户，将仓位降到
合理水平，后期有确定
性的机会再进场。

如果这部分资金短期不用，不论
购买的是新基金还是老基金，可以继
续持有，也可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进行转换（调仓）。如市
场波动大，这部分资金是打算长期投
资，可以进行基金定投。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A股市场进入调整期，基金
投资者的心情也跟着大起大落。

最新数据显示，6月29日至
7 月 3 日一周，新增基金开户数
达到 62.9828 万户，基金账户总
数达到7266.6万户。

就在6月份前三周，基金周度
开户数还处于历史高位，分别达到
181.6722 万 户 、162.8765 万 户 、
123.7261万户。上一次开户高潮
出现在2008年1月21日至25日一
周，当时市场处于牛市尾声，一周
基金新增开户数为22.048万户。
此后，基金周度新增开户数一直徘
徊在10万户水平。

市场巨震也引发基金扎堆赎
回的连琐反应。当下，该如何把握

“投基”策略呢？

建议
适当增加固定收益类产品

支付宝9.0版发布新功能抢先看

没错！这货是支付宝
在最新发布的支付宝9.0版本中，新加入了

和微信高度类似的群聊等功能，补上了社交功
能，将微信最核心的群功能彻头彻尾搬过来，号
称“以每个人成为中心”、“支付宝12年最革命性
变化”的新版支付宝，在将原来的“支付宝”和“支
付宝钱包”合二为一后，能够颠覆“暗战”中的微
信吗？下面就先来看看支付宝的杀手锏有哪些！

杀手锏一 取消启动图案密码

作为一个支付应用，在很多人看来恨不得设
置长得让人“窒息”的密码，而在新版的支付宝当
中，启动密码被彻底的取消，可以得到秒速启动
的体验，你放心了吗？

杀手锏二 人脸识别找回密码

用过旧版支付宝钱包的用户都有一个痛，就
是万一忘记了密码，找回是一个令人痛恨的过
程，而在新版支付宝当中，找回密码将只会和你
的一张脸有关系，是的，不管你有没有化妆，据说
都能识别，只要用手机前置摄像头对准自己的
脸，进行简单的匹配，支付宝认得是“真的”你后，
密码就找回了。美图秀秀手机也是可以的！

杀手锏三 增加“朋友”和群组

对于微信的用户而言，最高频次使用的无疑
就是群组功能，而在新版支付宝当中，不仅可以
通过通讯录添加好友，还可以支持一对一沟通与
群组功能。这不就是和微信一模一样吗！？是
的，无论是界面还是功能上，支付宝的群组功能
和微信几乎完全相同，唯一还缺的则是朋友圈功
能，当然，对于实名制的支付宝而言，好友之间还
可以选择是否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真实名字。

杀手锏四 丰富消费场景

虽然支付宝已经拥有不少的装机量，但是缺
乏消费场景同样造成了支付宝的使用率无法和
微信相比，而在新版支付宝当中则大力拓展了消
费场景。新增的“商家”、“朋友”、股票甚至借条
等功能，都通过支付作为链条将消费场景和支付
宝进行了结合。对于3C君而言，对于借条功能
则格外青睐，在支付宝里面向好友发出借条后，
不仅可以设定还款时间和利息，到了还款日期后
支付宝会不断帮债主提醒借款人还款，如果借款
人无动于衷，支付宝还会直接从余额当中扣款进
行偿还。 （蔡辑）

申请信用卡被拒之后不
要着急再次申请。从个人情
况来看，如果信用卡申请被
拒，申请条件又没有任何变
化，或者是没有明显个人财务
状况的好转，短期内通过申请
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三个月
内重复申请，90%会被拒绝。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三个
月内申请人的资质不会发生
大的改变，基本都会参考第一
次的原因进行拒批。而间隔
时间越长，银行就会重新考量
申请人的资质，此时再增加一
些经济证明材料，能够有效地
提高申卡成功率。 （融360）

入场时机较晚，
仓位偏重

提醒

财财 数据

财财 发现

投资者：
基金要不要跟着抢反弹？

今年上半年市场行情大好，海口市
民吴女士3月份也开户买入了几只前期
表现较好的杠杆基金，买入后几个月
内，市场行情单边上涨，这几只基金一
路向上，吴女士也尝到了丰收的滋味，
涨幅最高的时候，吴女士买的基金都取
得了70%左右收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 6 月份开
始，基金开始随市场波动。近几周，A
股大幅下挫，几只杠杆基金净值逐渐
都跌回到三个月之前，利润已全部被
吞没。如今，吴女士买的部分基金遭
遇跌停，大半本金被套，“真是想逃都
没机会。”

昨日午后开盘，沪指大幅上拉一度
冲击涨停，板块全线飘红，刘女士又开
始蠢蠢欲动：难道抢反弹的机会来了？

投资提醒：
“投基”要设立止盈止损点

“杠杆市”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新现
象。此轮牛市中各种渠道融资资金占
了相当一部分，所以表现出来上涨猛，
下跌也惨烈。

海口世贸北路某证券营业部一分
析师建议，基金投资者可设立一个止
盈、止损点，一旦达到这个点位，即可赎
回，锁定收益或者止损。

对于不少基金投资者来说，大跌之
后该如何应对是当前的首要问题。该分
析师认为目前投资者可考虑分步建仓，
仍以偏股类、权益类基金为主，国企改
革、大蓝筹、医疗、环保题材均可关注。
建议投资者加大新发基金的配置比例，
因为震荡市场行情下，新发基金有6个
月的建仓期，许多基金尚未建仓，能有效
地规避震荡调整风险。 （参见图表）

前期获利较丰，目
前仍有利润，仓位较重

入场机会较晚，
仓位较轻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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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理财师为你说“钱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