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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低:年利率可低至4%，

万元日息约1.1元

◆ 额度高:经营最高1000万，

消费最高500万

◆ 申请易:住房抵押，线上申请

◆ 办贷快:流程优化，自动秒批

◆ 灵活用:随借随还，可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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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千千）
1.978％、1.967％、1.953％，6日以
来，天弘余额宝基金7日年化收益
率已经连续3天低于2％。虽然余
额宝收益率早已一路走低，但跌
破2％尚属2013年余额宝成立以
来首次。业内人士认为，余额宝
一类理财产品收益率或将继续小
幅走低，但在投资方面仍较为适
合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不仅余额宝一家，今年以来，
主要对接货币基金的“宝宝类”理
财产品收益率均在走低。融360
大数据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1月至4月，“宝宝类”理财产品
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逐月降低，1
月份的平均收益率为2.62％，而4
月份目前的平均收益率已低至
2.02％。

“此类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
下降主要是由于目前市场流动性
处于相对合理充裕的状态。”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
希淼表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
行已实施两次降准，后续还将对
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并下调了超
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目前银行间

流动性相对合理充裕。
据了解，货币基金主要的投

资品种是短久期国债、金融债、高
等级信用债、存款、存单和质押式
逆回购等资产，此类资产与央行
的货币政策、银行间的资金面高
度相关。

天弘余额宝基金经理王登峰
表示，目前可投资的资产收益都
出现大幅下调，为确保产品的安
全性，余额宝对各项风控指标要
求都远高于一般的货币基金产
品，因此余额宝的收益也会跟随
市场而下行。

“我们预计未来货币基金收
益率会继续小幅走低，大部分货
币基金产品在2％以下的水平将
维持较长时间。”王登峰认为。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认为，虽然货币基金收益
率出现下降态势，但在目前新冠
肺炎疫情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波
动、风险资产波动的情况下，货币
基金作为现金管理工具，具有一
定的避险功能，较为适合低风险
偏好的投资者。

由于收益下行，部分对收益

敏感的用户倾向于选择赎回，转
投其他收益更高、风险更大的理
财产品，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货币
基金的整体规模。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
月，货币基金规模为80776.08亿
元 ，达 到 公 募 基 金 总 规 模 的
55.08％。同时，2月底货币基金
规模环比增长较多，增长量达到
5721.35亿元。

“在收益下行的背景下，目
前余额宝的规模依然保持相对
稳定。”王登峰表示，在全球疫情
出现拐点前，风险资产难有较大
趋势性机会。同时，由于居民消
费活动有所减少，支出也相应减
少，余额宝等流动性和收益相对
匹配的平台上的货币基金作为
稳健资产，仍然受到不少投资者
的认可。

余额宝收益率
首次跌破2％所为何故？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赵久

龙）“对我们家庭农场来说，农村
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既是‘定
心丸’，也是‘活络丹’，让我们干
农业更有底气。”江苏省无锡市
锡山区鹅湖建林家庭农场负责
人顾建林说。

近日，无锡市农业农村局与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无锡分
公司、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分别签订农村土地
流转履约保证保险项目合同。
签约仪式上，顾建林现场投保。

“我投保面积 40亩，保费 1000
元，保险金额 4万元，保险期 1
年。”顾建林说，“经营农业最怕
遇到自然灾害等突发状况，资金
链一断甚至交不起土地租金，现
在心里踏实多了。”

近年来，随着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数量快速增长，农村土地规
模化流转增多，风险也随之而
来，江苏一些地方发生土地流转
租金违约案件，承包农户利益受
损。为防范此类风险，一些地方
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时要求承租
人一次性预付下一年租金，承租
人资金压力加大。

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
险可破解这个“两难”。无锡市
委农办专职副主任王盛说，全市
农村土地流转率超过70%，2019
年底推出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
证保险试点方案，由经营户参与
投保，费率不超过2.5%。如保险
期间未出险，市财政给予辖区内
投保人20%保费奖补，续保时保
险费率还会下调。

不只是无锡，江苏多地正开
展农村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
试点。镇江市首个农村土地流
转履约保证保险保单今年3月
18日签出。

江苏省委农办主任、省农
业农村厅厅长杨时云表示，发
展适度规模经营，是稳固农村
基本经营制度，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如果规
模经营主体遇到突发情况不能
按时交付土地流转租金，就会
损害承包农户利益，产生社会
问题。“江苏一些地方试点农村
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由保
险公司对履约风险进行兜底，
流出方放心，承租人也安心。”
杨时云说。

流出方放心 承租人安心

江苏多地开展农村土地
流转履约保证保险试点

记者近日统计发现，目前有10
家上市银行在2019年年报中披露
了私人银行业务的具体数据，上述
上市银行私人银行合计管理的资
产规模合计约 10.65 万亿元。其
中，招行以2.23万亿元的总资产规
模遥遥领先，也是唯一一家资产管
理规模超2万亿元的银行。

从资产管理规模增速看，去年
头部银行私人银行增速明显加
快。大部分国有大行资产规模的
增速从个位数上涨到两位数，最高
可达20%以上。此外，平安银行私
行资产规模较2018年增长60.3%。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对记者表示，随着居民财富的增
长，国内高端客户、高净值客户数
量在增加。而随着高净值客户数
量的增加，商业银行开始重视私人
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通过设
立专门的部门、机构，加大产品创
新研发，培养专业的人才等等方式
发展私行业务。

平安私行规模超过交行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家银行
对于私人银行客户设定的门槛并
不一致(主要分为日均金融资产
600万元起、800万元起或1000万
元起，另有部分银行未披露)，因此
本文虽按私行规模进行排序以说
明各家发展情况，但这种横向比较

并不绝对可比，纵向比较更能体现
变化趋势。

从10家上市银行披露出来的
私人银行资产规模来看，截至去年
年末，招商银行资产管理规模最
高，管理的私人银行客户总资产为
22310.52 亿元，较 2018年年末增
长9.40%，较该行2018年7.03%的
增速有所扩大。该行的私人银行
客户数（指在该行月日均全折人民
币总资产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零
售客户）为81674户，较2018年年
末增长11.98%。

其次是中行，该行私人银行去
年年末管理资产规模超 1.6 万亿
元，同比增长约14.3%。

工行排名第三，该行金融资产
达到800万元及以上的个人客户
90224 户，比 2018 年年末增长
11.8%；管理私人银行客户资产
15547 亿元，较 2018 年年末增长
11.6%。

四大行私人银行管理客户金
融资产规模也超过1万亿元。截至
去年年底，建行私人银行客户金融
资产达1.51万亿元，较2018年年
末增幅11.93%。私人银行客户数
量14.27万人，较2018年年末增幅
12.21%。农行私人银行客户数
12.3万户，管理客户金融资产余额
14040亿元，分别较2018年年末增
加1.7万户和2806亿元。

此外，交通银行私人银行客户
数量47191人，较2018年年末增长
18.49%；管理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达
6092.06亿元，较2018年年末增长
18.27%。

股份制银行方面，值得注意的
是，平安银行私行规模在2019年异
军突起。2019年该行私行规模达
到7339亿元，增速达60.3%，总规
模一举超过交通银行。

此外比较亮眼的是中信银行，
截至去年年末，中信银行私人银行
客户数达4.19万户，较2018年年

末增长24.02%，私人银行客户管理
资产5739.05亿元，较2018年年末
增 长 1045.34 亿 元 ，增 长 率
22.27%；

大行私行规模增速提升

私人银行一直是银行零售转
型的重要一环。据招商银行和贝
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私
人财富报告》显示，2018年可投资
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中国高净
值人群数量为 197 万人，预计到
2019年年底，这一数量将达到约
220万人。

董希淼对记者表示，私人银
行业务被称为零售银行业务的皇
冠上的明珠，欧洲有一些银行本
身就是私人银行，专门做高净值
客户。

2019年，上述10家上市银行
中管理资产规模增速超过60%的
有1家银行，另有3家银行实现了
20%以上的增长；其余银行大多
增速在 10%—20%之间，只有一
家银行增速低于 10%。而 2018
年，在彼时的 10 家上市银行中，
管理资产规模增速超过20%的有
2 家银行，另有 3 家银行增速在
10%—20%之间；4家银行增速在
10%以下。另有一家银行未披
露。整体来讲，上述银行私行规
模增速在加快。

目前来看，大型银行因自身
实力优势私行增速较快，例如平
安银行，其私行快速增长背后得
益于集团优势和科技优势。董希
淼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小银行而
言，发力私行业务，难度会大一
点。

一方面思想上要重视，要投资
专门的资源，引进专业的人才。

另一方面要搭建相应的产品
体系、服务体系，但私人银行除了
一些金融服务之外它有很多非金
融服务。最重要的是，中小银行应
该扬长避短，由于对客户理解很深
刻，可以加强本地服务。总的来
说，虽然中小银行没有很大的优
势，但是现在不少主流的城商行也
在发力私人银行业务，包括一些农
商行。 （金 鑫）

10家上市银行私行规模超10万亿元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潘 清）
伴随近期A股市场震荡加剧、稳
健风格投资品相对“受宠”，养老
目标基金也悄然扩容。业界期
待个税递延政策能尽早落地，令
公募基金真正发挥推动养老保
障“第三支柱”发展的作用。

来自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的消息说，旗下锦程稳健
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4月7日起正式
发行。这只基金配置于低风险
资产的比例不低于75％，并将通
过资产类别、投资风格、投资地
区的多元分散，有效降低市场波
动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上投摩根锦程积
极成长五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
式基金、中欧预见养老2025一年
持有期 FOF、交银施罗德养老
2035三年持有期FOF等多只养
老目标基金正在发售。

作为推动养老保障“第三支
柱”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养老
目标基金具有投资组合风险随
时间递增而递减、追求养老资产
长期稳健增值、鼓励长期持有的
特点。证监会2018年发布的《养
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
行）》明确，养老目标基金“应当
采用成熟稳健的资产配置策略，
控制基金下行风险，追求基金长
期稳健增值”。

上投摩根基金全球资产配
置及退休业务首席投资官恩学
海分析认为，时间是投资中最重
要的元素之一，只有长期投资才

能带来比较确定的收益。组合
管理的本质就是通过构建低相
关性的一组资产，争取比较好的
收益和较低的波动，以对应不确
定性的市场。

自2018年9月“破冰”以来，
养老目标基金成为公募基金行
业布局的重点之一。Wind统计
显示，截至今年3月23日养老目
标基金已超过80只（A、C份额分
开计算），总规模逾260亿元。

与民众“为养老而投资”的
旺盛需求相比，养老目标基金的
扩容步伐略显缓慢。在业界看
来，这与相关鼓励政策尚未到位
密切相关。

拥有丰富海外资产管理经
验的恩学海表示，美国养老金体
系的壮大，主要依靠税收优惠政
策推动DC（缴费确定型）养老金
账户的发展。中国养老金市场
的发展也需要用制度和政策来
引导。

2018 年 6 月，“个税递延”
政策在商业养老保险领域率先
试点。税延政策何时惠及养老
目标基金，一直是各方关注的
热点。

今年2月，证监会副主席阎
庆民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将推动个人养老金税延账户
投资公募基金政策落地。业界
普遍期待，政策引导加上需求推
动能让包括养老目标基金在内
的养老投资“渐入佳境”，令其真
正发挥推动养老保障“第三支
柱”发展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千
千）记者8日从光大银行获悉，
今年 1 月 25 日至 3 月末，光大
银行给予440户小微企业贷款
临 时 性 延 期 还 本 付 息 超 过
16.08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光
大银行推出做好中小微企业贷款
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工作方
案。对今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
困难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以及
今年1月25日至6月30日中小微

企业需支付的贷款利息，根据企
业申请，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临
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对于少
数受疫情影响严重、恢复周期较
长且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微企
业，可根据实际情况与企业协商
确定另外的延期安排。

光大银行表示，后续将进一
步聚焦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出台
更多优惠政策，大力发展普惠金
融，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社会
发展做出贡献。

光大银行给予小微企业贷款
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超16.08亿元

养老目标基金悄然扩容
业界期待业界期待““税延税延””落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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