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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财节今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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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谁告诉你买了黄金也能生利息，你

一定会嗤之以鼻：买黄金不是压箱底就是放

银行保险柜，哪里能生出利息？不过近期，两

款黄金理财产品上市，颠覆了传统。

8月18日， 新浪旗下的微财富联合金

策黄金、 国金通用基金推出一款 “金生

宝”理财产品，投资者通过它可自由买卖

黄金、提取黄金，而购买之后，每天还会涨

黄金克数，最后这“利息”也可提取实物

黄金。

无独有偶，招商银行也同时推出了一款

创新的黄金产品 “金生利”，也可让金条产

生利息。

这两款产品是怎么运作，如何让黄金产

生利息的？ 用这种产品购买黄金有没有风

险？成都商报记者为此展开了调查。

产品详解：年化收益率约3%

� � 同期上市的“金生宝”和“金生利”两

款理财产品，两者都免去了用于存放实物黄

金的保管箱费， 还实现买黄金生利息的功

能，不过两者的投资期限、认购门槛和利息

有所不同。

从投资期限来看，微财富的“金生宝”

相对灵活，支持随存随取，方便程度与活期

相当；招行“金生利”投资时间相对固定，投

资期限需在1年以上， 投资者可根据到期提

货日当时市场情况选择是否办理回购，两种

理财产品都可根据黄金价格涨幅选择是否

办理提货。

从起购份额来看，“金生宝”门槛极低，

“金生宝”声称“1元钱即可认购”； “金生

利”在购买份额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招行

提供了50、100、500、1000、5000、10000、15000

克等多种规格，按照目前金价255元/克，“金

生利”最低门槛是12750元。

在投资者最为关心的收益率方面，微

财富的“金生宝”预定黄金后，如果暂时不

提取，每日都会产生收益，收益以金豆形式

发放(1金豆=0.0001g黄金)，每日结算，以预

定金生宝黄金100克为例， 如果不提取黄

金，每日生金豆75~85个左右，一年后生金

约为3克左右，“金生宝” 实现的年化收益

率约为3%；而招行“金生利”则明确了一年

以后收益率为2%。

运作机制：实际上是货币基金

买黄金居然能生利息，不少“中国大妈”

可能感到费解，那么，这两款产品到底是如

何实现的呢？

据记者了解， 其实两种产品实现的关键

在于“预约销售系统”。 微财富平台上线的

“金生宝”业务模式是，投资者购买“金生

宝”的资金，将首先全额购买国金通用鑫盈

货币基金， 并且同时通过授权新浪支付自动

化操作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实现向金策黄金

的黄金预约销售系统进行黄金的预约、购买、

取消、提取，若在微财富平台“金生宝”预订

黄金后，若暂时不提取，每日都会产生收益。

据业内人士介绍，实际上，这种模式投资

者购买黄金的资金， 实际上是先进入基金账

户， 基金一部分用于支付黄金延期交割的保

证金，另一部分则用于购买货币基金，所谓每

天产生的“金豆”，其实就是每天货币基金产

生的收益，只是以可购买的黄金来表现而已。

两款产品 “金生宝” 相对收益相对较

高、门槛更低，支取更灵活，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两者平台有本质不同。

风险在哪？受黄金价格波动影响

两款黄金理财产品带来了“黄金也能生

息”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投资“一本万利”。

招行的“金生利”由于属于招行自有品

牌，品质和到期兑付都由招行保证和严格把

关， 合作商并不会对产品供货产生影响，平

台有一定的保证；而“金生宝”则有多家机

构参与。“如果新浪能提供类似余额宝那样

的信用保证还好，”该人士担心，如果微财富

只充当一个中介机构，产品其实还是存在一

定风险，“如果变成一种融资，普通投资者是

很难把握资金投资去向的。”

威尔鑫首席分析师杨易君则指出，购买

两款产品的风险主要来自黄金价格走势，黄

金价格的波动会影响投资收益。“最近黄金

价格都很疲软，”杨易君说，从近期世界黄金

协会报告来看，今年黄金的投资和消费都很

低迷，而且欧美低利率导致低通胀，黄金暂

时没有太大机会，“如果黄金迎来一轮大跌，

可以有抄底机会，但近期黄金这种不上不下

的格局，投资者现在最好是观望。”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当经济增速进入放缓的通道，结构调整

带来的阵痛在银行业表露无遗。 到上周末，

16家上市银行纷纷发布了2014年中期业绩

报告，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 截至6月30

日，16家银行上半年共实现净利润6849.23亿

元，同比增长约10.62%，工行仍旧以1481亿元

的净利润继续领跑。不过，整个银行业利润

增速集体放缓之势越发明显。

更不容乐观的是，在这份外表光鲜的成

绩背后，16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均出现

上涨， 仅宁波银行的不良率与上年末 “持

平”，其余15家都是“上升”。这也引发业界

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担忧，其中牵涉江浙地区

和钢贸、小微贷款的业务更被视为重灾区。

五大行半年净利超5000亿元

由于属于资源垄断性行业， 都说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很能赚钱。

然而，与工商银行比起来，他们的赚钱能力

显然还有不足。

根据16家上市银行发布的2014年中期

业绩报告，工商银行以1481亿元的净利润排

名第一， 同比增长7.05%， 其利润额超过了

“三桶油”的总和。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建设

银行和农业银行，净利润分别为1306.62亿元

和1040.32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查阅半年报获悉，截至6月

30日，16家上市银行共实现净利润6849.23亿

元。其中，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净利润为

5092.91亿元，占到16家银行净利润的74.36%。

在报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绝大多

数银行的利润增速都在继续放缓， 其中有5

家银行的利润增幅都只有一位数。 相比之

下， 平安银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突破100亿

元，其33.74%的利润增幅在16家银行中遥遥

领先。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作为一家全

国性股份制银行，华夏银行的净利润已被北

京银行超越。

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樊志

刚表示， 当前中国银行业正处于重大转型

中，所以增长速度必然跟随经济增速降低到

一个新平台，再加上当前面临着下行周期的

压力，今后几年中国银行业要维持两位数以

上的增速会非常困难，预计会在个位数高位

增长。

16家银行新增不良贷款近800亿

再漂亮的成绩单，也难掩各家银行行长

内心的一份担忧。

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30日，16家上市银

行不良贷款均上涨， 累计较上年末增加

771.37亿元，不良贷款余额高达5581.8亿元。

据中证报消息，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增长1023亿

元，已超过2013年全年的水平。

根据半年报，除宁波银行以外，其余15

家上市银行在不良贷款增加的同时，不良率

也向上攀升，上升幅度最大的光大银行不良

率上升了0.25个百分点。 五大国有银行的整

体资产质量不容乐观， 其中4家的不良率都

超过1%。但就今年上半年看，股份制银行的

质量相对恶化得严重一些， 招行、 中信、兴

业、浦发、光大不良率的上升都超过0.1个百

分点。

从行业分布看，上半年银行不良贷款增

量主要来自钢贸和小微企业，从地域看则主

要集中在江浙地区。

交通银行表示，公司上半年新增不良贷

款中65%来自钢贸和小微企业， 地域仍集中

在江浙地区的零贷业务，带有较为鲜明的区

域和行业特色。管理层认为，若剔除钢贸，该

行资产质量稳中向好。

工行介绍， 今年上半年钢铁等5个产能

严重过剩行业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为1.29%，

贷款余额较年初减少72亿元， 不良率高达

1.38%。农行管理层也表示，房地产个贷不良

贷款主要出现在江浙一带和钢贸有关的业

主。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今年中秋网上过

京东食品热销

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 价格已不再

成为人们选购食品的唯一因素，品质、性价比

成为消费者更关注的重点； 面对线下选购食

品的良莠不齐，消耗过高及精力成本等问题，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线上购买食品、节

庆礼品。

打造可信赖的食品平台 让用户爱上网

购美食

京东食品于临近中秋适时推出 “秋风

起，送豪礼”的特惠活动，大闸蟹最高送1000

“京券”，月饼直降到底，品牌月饼最低39元

起；10万瓶酒限时限量1元购， 海外直采红酒

最高满400减100等给力促销， 让消费者在京

东便可一站式解决所有中秋礼品问题。

超值优惠的同时， 京东倾力保障消费者

的网购体验，从“正品行货”入手，以白酒来

说，京东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茅台、五粮液、

洋河、郎酒、剑南春、汾酒、古井贡、董酒八大

名酒品牌授权的电商平台，其中，茅台和五粮

液更是独家授权合作。

此外，澳洲高级A2鲜牛奶日前也在京东

首发，最高单瓶直降30元，是国内电商首次官

方发售进口鲜牛奶。

着力原产地直供 保障货源尽善尽美

京东食品对供应商的选择也非常严格，

只有在消费者认知中具备一定知名度且产品

质量可信赖的企业才能登上京东食品的页

面，在这其中，原产地直供是一个着力点。今

年4月，京东与最大的海洋食品企业獐子岛合

作，将海鲜直接“搬”回家；5月又与青岛啤酒

合作，让用户喝上了保鲜期仅有6天的原浆啤

酒；而随着中秋临近，餐桌上的“王者”———

阳澄湖大闸蟹也即将“端盘”，京东一直与阳

澄湖大闸蟹协会保持密切合作， 力求把最正

宗的鲜蟹美味提供给消费者……

作为国内最大的自营式电商平台之一，

京东拥有电商行业中超大的自建物流体系，

针对配送过程中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还推出

了“定时达”、“极速达”等个性化配送服务；

同时，在冷链建设上不断增大自营比重，充分

保障消费者“最后一公里”网购体验。

电商平台的出现为中国传统节日增添了

时尚新鲜的内容， 而随着电商平台的品类渐

次丰富，服务愈发优质，“网上过节，更便捷”

已成趋势。

用一句话记录你的理财生活，用

手机随时随地发微博，迅速获取最热

最火最快最酷最新的资讯……

本届金融理财节，主办方《成都

商报》《每日经济新闻》将首次开通

微博互动的方式， 每天发布互动话

题，与成都市民一起分享关于金融的

那些事儿。

即日起， 市民只需要关注成都商

报经济新闻部的新浪官方微博：“成

都商报创富”， 就能与广大读者和网

友一起通过微博畅谈理财心得。

每天我们都会通过微博发布一

个互动话题， 可以是对银行服务的

看法和建议， 可以是对保险经纪的

一些意见， 也可以是个人的理财经

验心得， 或者您在理财过程中碰到

的各种疑惑……总之， 在这个互动

的微博平台上，我们可以随时沟通，

共同分享。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四川移民行业

首开专家评选先河

近两年，投资移民市场可谓风云变幻，加

拿大投资移民推出“一刀切”法案、停止联邦

投资移民计划；澳大利亚抬高申请门槛；新加

坡收紧政策，增加“移民监”；美国因申请人

数激增，提出移民新提案；欧洲纷纷推出购房

移民政策，吸引了广大投资者眼球。各国移民

政策的瞬息万变，让移民申请者无所适从，对

移民从业人员的专业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移民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使移民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提升

移民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四川因私出

入境行业协会于近期开展了“四川首届移民

行业专家评审”工作，据悉此次专家评审活

动开创了全国移民行业评选专家的先河。成

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专家评审工作结束后四

川省出入境行业协会将组织“移民行业高峰

论坛”，就国人移民潮现状，移民市场的新格

局，移民行业所面临的问题等话题，请会员单

位与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移民行业专家进行深

入探讨。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四川贷款中心银行利息八折

当天也能放款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 省钱又轻松

呢？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馆对面的城市之心25

楼成都品信金融专业贷款机构表示，想要融资

的读者可以前往品信金融了解，也可以拨打便

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询。同时，笔者与品信

金融总经理杨总探讨了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

5

厘 抵押放大

150%

杨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打造首个成都

市利息低，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款平台。品信

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 客户凭全款房当天就

能拿到钱，并享受银行利息。针对银行的要求

各不相同， 品信金融根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

出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银行贷款利率低

至5厘。品种有随借随还、先息后本、到期还本

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年限高达30年，住宅商

铺最高可放大150%。 而且一抵多贷， 额度更

高，放款更快。距成功贷款只有三步：联系品

信金融、申请办理、成功放款，让贷款像购物

一样轻松。

按揭房、车和商业保险也可办理贷款

“只要您有按揭房、按揭车，或者购买了

商业保险，就可以办理贷款。免抵押，及时审

批，当天放款，享受超低银行利息。”业务主

管罗勤说， 在实际业务中， 个别客户因为征

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银行不能正

常贷款。品信金融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在

35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品

信金融开通的绿色通道凭借合同房或者是车

辆登记证也能办理低利息银行贷款， 而且抵

押房再贷款先息后本，最快当天就能到账。

快速借款，银行利息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全款车、合同房、抵押房（含

住宅、商铺、办公）土地、汽车贷款担保申请

快速借款，当天就能拿到钱；企业和个人贷款

垫资过桥，额度高、放款快、方式灵活。在品信

金融大厅，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她

面临300万元的资金缺口。 通过朋友介绍，李

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86203336，当

天下午就贷到了300万元。通过实地调查李女

士的经营门店，品信金融又追加了100万元贷

款。

（文

/

张蒙）

品信金融专栏

“去年还是盆盈钵满，今年跑路的跑

路、收益缩水的缩水，形势变化太快了。”这

是市民游先生的一句评价， 而这简单的一

句，却是道出了今年理财形势的特殊之处。

这一年来，变革、创新是金融领域最大

的特点。 一系列的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呈

现在我们面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冲击着

我们的理财观念。创新给我们带来变化，背

后的风险也随之而来。 叫停、 跑路、 亏本

……在各种金融风险接踵而来的阴影下，

金融机构心态变了，平民百姓心态变了，投

资理财概念变了， 如何构筑安全的财富防

线，规范理财、安全理财，成为了当下理财

市场绝对的主题。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资金更加有保障？

哪些投资渠道需要投资者打起十二分的精

神？今天起，成都市民们熟悉的“财富嘉年

华”、 一年一度的 “理财大狂欢”———由

《成都商报》《每日经济新闻》联手发起的

“中国（成都）金融理财节”再度拉开序

幕。 作为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的本土财富

盛事，今年的第十届中国（成都）金融理财

节将以“构筑财富安全防线”为主题，在整

个9月与大家共同分享关于安全理财、规范

理财的话题。此外，围绕今年主题开展的4

大互动活动也将从今天开始一一启动。

知理财、享人生，今天起，跟我们一道

安全理财！

作为成都市民耳熟能详的财富盛事———

一年一度的金融理财节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

被成都金融圈和成都市民誉为本土最具水

平、最有规格的“财富嘉年华”。每年，主办方

都会在9月的理财节期间举办一系列与当年

财富热点相关的主题活动， 帮助成都市民更

好的打理财富。

在金融风险不断涌现的今天， 关注资金

安全显得尤为有意义。今年的第十届中国（成

都）金融理财节将以“构筑财富安全防线”为

主题，在整个9月与大家共同分享关于安全理

财、规范理财的话题。据主办方介绍，本届理

财节将围绕资金安全为主线， 推出四大类精

彩活动，通过机构安全理财宣导、市民财富诊

断、安全投资讲堂和金融机构评选等形式，让

成都市民知理财、懂理财、会理财。

互联网理财收益缩水、在不正规的保险销

售网点买到假保单、民间理财因跑路事件丧失

民心、部分网络P2P涉嫌非法集资……在金融

创新的今天，创新背后的风险也扑面而来。如

何安全的打理财富、可靠的保值增值，成为了

投资者们关注收益之外，更加看重的一点。

在此次理财节期间，《成都商报》《每日

经济新闻》将联手金融监管机构、主管部门在

全市范围内发起成立“安全理财联盟”，对正

规合法的金融企业的安全理财措施进行广泛

而深入的宣传，帮助市民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形成“理财手段要正规合法”的投资观念，强

调“理财要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正确做法。

同时，“安全理财联盟”成立后将对投资

理财市场上存在的各种“暗门”、“潜规则”、

“行业黑暗面”及“背后的风险”进行曝光和

揭露， 让市民在进行投资理财活动时能认清

形势、警惕风险。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在理财节期间，

《成都商报》《每日经济新闻》 将携手成都市

金融办、成都市金融家协会、四川和奇律师事

务所，在全市范围内开办“超级理财学校”。作

为其“主修学科”，理财节期间主办方将与金

融相关部门一起走进社区、走进市民中间，开

展“拒绝高利诱惑 选择安全理财”活动。通过

实际案例与法律规定相结合的方式， 将安全

理财的观念和意识、投资理财市场上的风险知

识传授给大家。

此外，主办方还将联手成都各家金融机

构，长期开展“理财诊断”活动。市民可以在

理财节期间，选择就近的金融机构网点，将理

财需要告诉专业的金融规划师， 他们将免费

打造一份详细的理财规划， 并诊断您当前的

理财配置是否合理，是否安全。

在理财节期间， 主办方将为成都

市的金融业内人士们带来一场专业级

别的“高端对话”。

届时，主办方《成都商报》《每

日经济新闻》将邀请来自国内外私

人银行与财富管理领域的重磅嘉

宾，与成都市的各家金融机构高管、

企业家等业内人士共同探索中国高

净值人群的财富管理发展方向，构

建应对未来趋势变化的最佳发展战

略与机遇。

而作为每年中国（成都）金融理

财节最重头的大戏———金融总评榜的

评选是四川最权威、 最专业的理财评

选活动。 今年， 是金融总评榜的第十

届， 本届金融总评榜作为理财节的重

头活动及收官之作， 将与理财节同期

启动。

评奖过程延续读者投票与专家

评审双重审核标准，谁好谁坏，大家

说了算。

助理财 四大互动活动让人期待

控风险 成立“安全理财联盟”

进社区 开办“超级理财学校”

总评榜

理财谁最专业你来选

微互动

关注官方微博话题多

半年净赚1481亿元 工行利润超三桶油总和

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6849亿，增速多数持续放缓，不良贷款余额均现上涨

黄金也可以生利息？

号称黄金“理财神器”风险其实难料

工商银行 1481 7.05% 1057.41 120.52 0.99% 上升0.05个百分点

农业银行 1040.32 12.69% 974.73 96.92 1.24% 上升0.02个百分点

中国银行 897.24 11.15% 858.6 125.89 1.02% 上升0.06个百分点

建设银行 1306.62 9.15% 956.68 104.04 1.04% 上升0.05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 367.73 5.59% 387.5 44.4 1.13% 上升0.08个百分点

招商银行 304.59 15.94% 236.97 53.65 0.98% 上升0.15个百分点

中信银行 220.34 8.06% 252.46 52.8 1.19% 上升0.16个百分点

民生银行 255.7 11.44% 158.18 24.14 0.93% 上升0.08个百分点

兴业银行 255.27 17.97% 138.75 35.44 0.97% 上升0.21个百分点

浦发银行 226.56 16.87% 176.32 45.71 0.93% 上升0.19个百分点

光大银行 158.45 6.22% 138.77 38.48 1.11% 上升0.25个百分点

华夏银行 86.7 18.77% 83.08 8.65 0.93% 上升0.03个百分点

平安银行 100.72 33.74% 86.68 11.27 0.92% 上升0.03个百分点

北京银行 88.47 13.41% 43.66 5.78 0.68% 上升0.03个百分点

南京银行 28.66 19.26% 14.98 1.9 0.93% 上升0.04个百分点

宁波银行 30.86 18.35% 17.03 1.78 0.89% 持平

备注：上述表格中涉及的绝对金额，单位均为亿元

银行名称

归属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增幅

不良贷款

余额

较上年

末增加额

不良率 较上年末

2014年16家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一览

2013

年

9

月

15

日，成都明宇豪雅酒店，第九届金

融理财节“南北舌战”活动现场

2013

年

9

月

5

日，成都蓝光

1881

公馆，央视财经评

论员敬松主讲金融理财节黄金投资实战讲座

2013

年

10

月

17

日，成都明宇豪雅酒店，第九届金融理财节总评榜颁奖盛典上获奖的

4

名年度金牌理财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