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收益率稍高外，夜市理财还省去了投资
者在柜台填单、等待、办理的时间。

其实，早在2011年，招商银行就率先推出理
财夜市。截至目前，已有多家银行加入此行列，
包括中行、农行、工行、建行等国有银行，以及浦
发、招商、中信、平安、兴业等股份制商业银行。
对银行来说，理财夜市节约了人工成本，同时提
高电子银行的普及度和使用率。对投资者来说，
理财夜市则节省了他们的时间成本，且简化了操
作步骤，让投资理财变得更加轻松。

不过，各家银行发行夜市版理财产品的频率
不同。现阶段，中信、光大、兴业等发行间隔较
短，农行、建行等发行间隔较长。中信银行今年5
月11日起推出一个新系列的理财夜市，采取隔
一周发行一期；兴业和光大近期每周都有发行。
但银行销售人员也表示，银行会根据销售情况决
定下期是否发行。投资者可留意银行官网的发
售公告。

需要提醒的是，多数银行首次购买理财皆需
投资者本人持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柜台进行风险
评估测试，此后方可在多种渠道认购理财产品。

银行 发行产品 认购起点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邮储银行 邮银财富·e享第65期 5万元 63天 5.1%
兴业银行 天天万利宝人民币理财产品 5万元 93天 5.5%
平安银行 平安财富-和盈资产管理类417期 5万元 30天 5.4%
中信银行 收益宝 5万元 91天 5.8%
光大银行 e理财15年19期 5万元 90天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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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常规理财产品 首次认购需风险评估测试

收益率 提醒

部分银行近期发布的夜市理财产品

本月初，光大银行发行了最新一期夜市理财
产品，认购时间为7月1日至7日20时至次日凌
晨4时，起购金额为5万元，期限分为168天和90
天两种，收益率分别为5.48%和5.58%。投资者
可通过门户网站、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等渠道认购。

“银行常规理财产品的销售时间往往都是上
班时间，这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没有时间去办
理相关业务，导致不少人的闲置资金都趴在储蓄
账户，浪费了理财机会。为此，银行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发布一批夜市理财产品，让他们下班以后也
可以轻松理财。”光大银行海口分行基金经理常英
琦表示，银行开办“理财夜市”就是让投资者在下
班后，只需通过网络银行或手机银行，便可轻松简
便地购买理财产品，上班理财两不误。

常英琦介绍，银行推出的“理财夜市”一般的
营业时间为晚上8点到次日凌晨4点，期间客户可
以登录网银、手机银行、门户官网等渠道直接操
作，起点一般都是5万元，“传统的理财产品有2个
工作日的认购期，而理财夜市产品在购买后第二
天就可以起息，比较划算”。

除了在购买渠道和投资时间上更加灵活外加灵活外，，
夜市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比常规理财产品高夜市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也比常规理财产品高。。记记
者了解到者了解到，，除了光大银行外除了光大银行外，，包括中信银行包括中信银行、、兴业兴业
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等在内的不少银行都发
行了夜市版理财产品。其中，中信银行、兴业银行
发行的夜市理财产品收益率均为5.5%；平安银行
发布的两款夜市理财产品，收益率分别为5.2%和
5.4%。总体来看，夜市理财的收益率比白天的理
财产品约高出0.1-0.3个百分点。例如，兴业银行
的夜市版理财产品收益率在5.4%~5.6%之间，均
比同期同档次常规理财产品收益高出0.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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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
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简称“19号
文”）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清理配资
炒股广告信息相关通知的陆续出台，场
外配资成为众矢之的。此次证监会出重
拳围剿清理场外配资，其目的无非是抑
制场外配资的蔓延。

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早前椰城与火
爆的股市活跃起来的部分配资公司，已

经暂停了股票配资业务。一些线上的配
资平台则选择将“股票配资”的字眼从网
站或微信公众号上清除。

记者收集到了7家配资公司的业务
联系手机，但拨打过去，6家的手机关
机，剩下一家听说记者咨询配资业务，立
即表示最近已经叫停了股票
配资业务，并挂断了
电话。

有股民告诉记者，5月份还在大肆
推广股票配资的配资业务进入7月便消
停了，“不再有推销员打电话来说可以提
供配资”。

而在此前，椰城的配资公司一般配

资杠杆在1：5左右。一位参与过配资炒
股的人士告诉记者，证监会此次出重拳
清理场外配资，将其定性为非法，直接导
致了各家配资公司目前谨慎的观望态
度。但是仍需防范偷梁换柱、暗箱操作
的情况。“据我所知，一些民间融资的公

司还在做这项业务，但基本都
是对熟人服务。而

初次配资的
配 资

客则很难拿到钱，杠杆也不再给那么高
了。”该人士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以“海口 配资平台”为关
键字搜索发现，有些声称为专业股票配
资的平台已经无法访问，而多数配资平
台虽然还有“股票配资”的字眼，但也只
是业务介绍，而无线上交易功能。

证监会此番清理场外配资，也被业
内人士认为有利于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
发展，有利于投资者分享资本市场红利，
并将非法场外配资、不规范的杠杆吹大
的泡沫逐渐挤出市场。

证监会重拳清理 股票配资消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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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个人购房贷款
同比多增1767亿元

7月22日，《证券日报》记者从央行发布的今
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获悉，1-6
月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增加1.12万亿元，同比多
增1767亿元。

报告显示，6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19.3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增速与上季末基本
持平；1-6月份增加1.88万亿元，同比多增3444
亿元，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28.7%，比上年
同期占比水平高1.9个百分点。

6月末，房产开发贷款余额4.88万亿元，同
比增长20.9%，增速比上季末低1.3个百分点；
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8%，增速比上季末高2.2个百分点。个人购
房贷款余额12.64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增
速比上季末高0.2个百分点，比各项贷款增速高
4.4个百分点；1-6月份增加1.12万亿元，同比
多增1767亿元。

截至6月末，房产开发贷款中的保障性住
房开发贷款余额1.53万亿元，同比增长58.2%，
增速比上季末低 6.1 个百分点；1-6月份增加
3895亿元，同比多增1493亿元，增量占同期房
产开发贷款的68.6%，比上年同期增量占比高
21.2个百分点。 （《证券日报》）

工银e支付被曝有漏洞
澄清：漏洞说系误解

日前，被称为“宇宙第一大行”的工商银行的
e支付被曝出漏洞，并被业界质疑看似十分安全
的网络支付体系也存在风险隐患。近日，工商银
行发布公告称，漏洞之说系误解。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从 6月中旬到 7月上
旬，多位北京地区的工行储户遭遇了存款被盗
事件。这些储户大多被犯罪分子强行开通了工
行仅凭借短信验证码就能快速交易的“e支付”
业务。同时，犯罪分子借助非法途径截获短信
验证码，轻而易举地盗窃存款。不少业内人士
直言，这种仅凭短信验证码视为身份认证码的
做法，的确存在风险。

不过，工行昨日发布公告澄清相关报道称，
“工行快捷支付曝重大漏洞”系误解，工银e支付
业务运营正常，也未发生泄露客户信息的情况。

公告称，事发原因是不法分子使用非法手段
获取了客户的相关信息和密码，再利用客户信息
开通了客户手机的“短信保管箱”业务，从而获取
交易验证短信并盗取资金。据了解，目前通讯运
营商已采取了改进措施。

而对于仅凭验证码就可轻松取款的质疑，工
行表示，该业务开通时需要验证客户预留在我行
的密码和手机号码，支付时需要验证我行向客户
预留手机发送的短信验证码。“只要客户保管好手
机上的短信，安全性是有保障的。所以客户务必
保管好个人信息、密码，防止手机被植入病毒，防
止认证短信被盗取。”

此外，公告还表示，工行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
侦破案件，帮助客户挽回损失。 （北京晨报）

多只混基二季度
猛减仓改打新

随着基金二季报披露完毕，基金整体持仓情
况也浮出水面。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混合型基
金在二季度股指巨震期间大幅减仓，甚至有部分
混合型基金仓位降幅超过50%。而这些混基在
减仓的过程中开始改打新股。

好买基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
偏股型基金仓位为40.25%，较上季度末下降了
35.12%，降幅明显。由于打新基金数量增加以
及个别基金转型打新等原因，混合型基金成为
减仓主力军，二季度末混基平均仓位只有
25.77%，较一季度末减仓了37.94%。二季度中
至少有10只混合型基金仓位降幅超过50个百
分点。如海富通新内需一季度末仓位高达
97.32%，但到了二季度末只剩下 0.79%，几乎
处于空仓状态。新华行业轮换配置基金，股票
仓位同样从一季度末的高达96.78%削减至二
季度末的0.78%。浦银安盛新兴产业基金仓位
也 由 一 季 度 末 的 95.48% 砍 至 二 季 度 末 的
1.73%。数据同时显示，6月 15日-7月 8日A
股市场巨震过程中，股基的平均跌幅高达
41.43%，混基则为21.37%，相较股票型基金几
乎少亏损了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主动管理型混基的基
金经理，在大幅减仓的同时积极参与打新。海
富通新内需基金经理就在二季报中指出，该基
金在5月下旬将投资策略改为以参与网下新股
认购为主，闲余资金以类货币现金管理模式操
作；同样，新华行业轮换配置基金经理也指出，
基于对市场大幅调整的判断，在6月中旬市场
下跌之前成功减仓，参与打新。 （北京商报）

财财 发现

财财 数据

谈及上半年最刺激的投资
方式，当然非股票莫属。

谈到上半年的股市状况，
已经在股海浮沉20多年的海口
股民陈先生表示，虽然他也经
历过两次股市的起伏跌落，但
是像这样大起大落的局面还是
见所未见。去年2月份，他把海
口的一套房子卖了，资金全部
投入股市。

埋伏到今年4月，陈先生买
的股票全部大涨。在沪指涨到
4356点时，他认为已经见顶，赶
紧把股票全部卖掉。

记者从同花顺了解到，上半
年，大盘明显上涨，上证指数最高
突破5000点，但6月15日起，二
级市场下跌，盘中一度跌破3900
点，八成股民亏损超过10%。

据悉，全国股民6月份平均
亏损10.21%，亏损股民数占比
为78.97%，成为上半年唯一平
均收益率为负的月份。但前5
个月的“牛市”支撑了上半年股
民的收益，1到6月，六成以上
的股民收益率超过5%，4月份
平均收益率达到最高值8.45%。

今年上半年，“央妈”于3月1日、
5月11日、6月28日三次下调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连续
三次降息后，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从年初的2.75%下调至2%，3年
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至3.25%。

各行特别是股份制银行大都在第各行特别是股份制银行大都在第
一时间上浮存款利率让利投资者一时间上浮存款利率让利投资者，，但但
是相较于今年更为火爆的股市和基金是相较于今年更为火爆的股市和基金
市场市场，，银行定期存款作为一种理财方银行定期存款作为一种理财方
式式，，收益吸引力明显不足收益吸引力明显不足。。且各家银且各家银
行存款利率均未上浮到顶行存款利率均未上浮到顶，，也使部分也使部分
投资者投资者““货比三家货比三家””后后，，将存款搬家将存款搬家。。

““可以说可以说，，现在只有一些对流动性现在只有一些对流动性
要求特别高要求特别高，，没有一点点风险承受能没有一点点风险承受能
力力，，或者说根本没有时间打理自己资或者说根本没有时间打理自己资
金账户的客户金账户的客户，，才会把钱在银行存成才会把钱在银行存成
定期定期。。””上述理财师表示上述理财师表示，，至少有七八至少有七八
成的客户不愿银行定存成的客户不愿银行定存，，取而代之的取而代之的
是银行理财是银行理财、、基金基金。。

今年上半年，随着股市大热，银行也适
时推出不少挂钩股票、挂钩指数的结构性理
财产品，银行理财产品更加丰富。多家银行
海口分行的理财师反应和普益统计的数据
一样：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相比年前略有降
温，但是从投资占比来看，银行理财产品依
然占据绝大部分投资者最重要的投资比重。

普益财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
月25日，2015年上半年中，301家商业银行
发行了34731款个人理财产品。从整体趋势
上看，理财产品发行量保持了相对平稳，微幅
波动的趋势。其中，从收益分类上看，非保本
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的占比依然较高；投向分
类中，组合投资类产品的发行量在今年上半
年超过了债券与货币市场类产品的发行量。
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今年银行结构性理财产
品增多，给予了投资者更多的选择，也让投资
者能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分享大盘红利。

但记者了解到，上半年，不少投资者对
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热情明显减退，参与资
本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可以说，上半年我
眼睁睁地看着客户的资金流向股市，劝都劝
不回头。资金量大约减少三四成。”一国有
银行海口分行的理财师表示。

曾几何时，余额宝因其灵活的存取
方式、高于线下国有银行理财产品的收
益，引发了一场互联网理财的热潮。然
而，好景不长，最近余额宝收益持续下
跌，其高收益时代似乎正在远去。

“最近余额宝的利率一直在降。我
在想是取出一部分用作其他方面的投
资，还是就那么放着。”近日，海大一名大
三的学生对记者表示。

不止是余额宝，近期，其他“宝宝类”
产品的收益也在降低。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7月7日年化收
益率曾超过7%的百度百赚，其年化收益
率早在6月1日就跌破4%，收益率仅为
3.25%。6月11日-6月16日期间，更在
3%下方徘徊。新浪存钱罐、网易现金宝
等“宝宝”最新显示的7日年化收益率，也
都在4%以下。

“货币基金都跟银行协议存款和银
行的拆解率相关的。”上述理财师告诉记
者，整个协议存款利率的下降，使得余额
宝的收益降低，同时银行拆解率降低，也
影响了“宝宝类”产品的收益。

理财专家预测，随着中国利率市场
化的不断推进，未来还会降息，因此使得此使得
余额宝的利率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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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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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佳
倩

转眼已进入下半年，
回顾上半年的投资理财市场，

股市的火爆与惊魂，让你很难不主
动去体验一把；央行三次降息，你又
得想着是不是得把存款挪挪窝；余额宝
收益连创新低，转出还是转入恐怕还让
你纠结着……

不管怎样，“折腾”半年了，不妨
根据我们对于上半年主要理财方
式的回顾总结，来算算你的

财富增长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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