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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银行理财收益率集体破 5%
翘尾行情跨年还能挺多久？
距离
“资金荒”还很远

从 2017 年四季度
开始的 4.65%，还不到
三 个 月 时 间 ，银 行 理
财收益率已经全线突
破 5%。
公开数据统计显
示 ，2017 年 的 最 后 一
周 ，银 行 理 财 产 品 发
行 1915 款 ，较 前 一 周
增加了 93 款；产品平
均期限为 155 天，平均
预期年化收益率一路
飙升至 5.00%，较前一
周大幅提高 0.03 个百
分点，再创年内新高。
“每逢年末，银行
理财价格都会升高，
今 年 也 不 例 外 ，但 同
比去年并无明显走
高。”一位股份行资产
管理部负责人表示，
目前金融去杠杆的政
策 方 向 很 明 确 ，银 行
理 财 受 挤 压 ，行 业 都
在提高收益率水平。

与银行理财收益率一同升高的还有发
行规模。
根据第三方研究报告，上周有 94 家银行
发行 1915 款理财产品，发行银行数量较前周
增加 6 家，对应的产品发行量较增加 93 款。
其中，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及民生银行跃居
理财产品发行量前三名。
目前，银行理财仍有保本和非保本两
类，银行卖保本理财相当于拉存款的形式之
一。面对 2017 年徘徊在低位的 M2(广义信
贷)增速，银行可用存款增量显著下降，银行
营销保本理财的动力加大。

回顾 2017 年全年，年初央行引入宏观审
慎管理 MPA 考核之后，银行 M2 广义信贷增
速从 5 月开始即徘徊在 10%以下的低位，最
低曾下滑到 8.8%，11 月份虽然小幅反弹到
9.1%，但仍低于之前水平。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
主任曾刚表示，这代表着银行可用存款量
增速显著下滑，存款增长空间小，不得不加
大力度卖保本理财以增加存款。此外，市
场资金面偏紧，也对银行存款创造能力形
成制约。
在此背景下，工商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年

化收益率达到 3.6%，招商银行大额存单(20
万元)一年期收益率 2.10%，结构性存款一个
月期利息达到 4.15%。
而就非保本理财而言，则遇到季末及资
金续接的老问题。虽然监管三令五申不得
将银行理财做资金池运作，但在实际操作中
仍难合规。
“资金池意味着非保本理财资产端期限
比负债端长，负债端到期，需要不断的续入
新资金。如果集中在市场资金面较紧张的
时点上需要续入资金，例如季末、跨年，那么
理财成本就会升高。”曾刚称。

不掉的缺口按万分之一“扣钱”。
所谓“结构性存款”，实际上是保本理财
产品，按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资管产品
不允许保本，未来保本理财都是结构性存
款。曾刚表示，上述股份行的结构性产品是
应对资管新规而先行的一步。
卖掉 100 万理财挣 30 元，少卖 100 万结
构化存款却要扣掉 100 元，孰重孰轻，理财
经理心中有数。在这种激励机制下，银行
理财经理推销结构化存款力度迅速加大。
而在利率上，结构化性存款也有价格优
势。一份某股份行分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说
明书显示，10 万元起存的结构性存款，预期
年化收益率 4.15%；20 万元起投、半年期结构
性存款年化收益率则有 4.35%。

表面看，相比该行年化收益率 3.6%的
保本稳息(保本理财)，结构性存款要划算得
多，不过，所谓结构性存款，背后还要与黄
金挂钩。
该行理财经理表示，结构化存单属于存
款，但需挂钩 3 个月黄金价格，3 个月黄金价
格与购买时黄金价格做对比，如超过银行规
定基准，则付给固定收益，如果没超银行基
准，则付另外利息水平。但这个存款产品承
诺保本，同时保证一年定期利息 1.55%。
目前，除了挂钩黄金尚没有挂钩其他资
产类别，此外，银行基准定的较低，过往都能
达到。业内认为，随着资管新规即将落地，
各家银行在 2018 年将会使保本理财向结构
性存款过度，大力推动结构性存款。

做风险评估时，一般都会在旁边打断客户，
让客户不要填的过于保守，以防一些高收益
的理财产品无法购买。
而刚性兑付是横在银行理财面前的一
道坎。2017 年底，多家股份行、国有大行针
对资管新规征求意见，其中便包括刚性兑付
“难打破”
的问题。
此外，目前银行理财短期产品占比较
高，投资期限为 1~3 个月的发行量最多，随着
期限拉长，发行量下降。
按照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要求，为降低
期限错配风险，金融机构应当强化资产管理
产品久期管理，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最短期
限不得低于 90 天。这意味着，未来 3 个月以
下的银行封闭式理财产品将会消失。
曾刚称，按照资管新规意见稿要求，将
对理财市场影响很大，尤其是向净值型转
型，打破刚性兑付，意味着原来理财运作模
式的基本逻辑将发生改变，不允许资金池，
要想做出目前的高收益非常困难。
曾刚预计，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和收益都

将出现萎缩。由于能够满足净值产品投资
的投向资产非常有限，不容易估值的产品都
不能投。同时，期限错配受限，也意味着银
行理财产品很难拿出高收益。
从期限类别上看，未来银行理财期限会
较长，更多集中在短期理财。以货币市场基
金或债基产品为主，
期限短、
收益高的产品将
变少。一位股份制银行私人银行负责人表
示，
未来，
私人银行产品将最有可能率先打破
刚性兑付。
“资管新规意见稿不仅引导了投资端，
还引导金融机构进行客户端匹配，让客户了
解所投资产品的风险和预期收益。”某股份
行资产管理部人士表示。
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协同创新中心研
究员李虹含称，以往在金融机构的产品营销
过程中，通常会对客户进行相应分层，比如
在普通的大众客户类别下，还可以进一步细
分为富裕型客户、财富管理客户、合格投资
者客户、私人银行客户和超高净值客户。这
种客户分层，有益于资金端业务的延续。

150 余人。
根据涉案投资人透露，他们在向民生银
行航天桥支行理财经理购买理财产品时，对
方告知，原投资人急于回款，所以愿意放弃
利息，原本一年期年化 4.2%的产品，还有半
年到期，相当于年化 8.4%的回报。

但事实上，这些客户购买的根本不是民
生银行理财产品。
“假理财”案的资金根本就
没通过银行账户；而如果是用别的银行卡付
款，在民生银行网点刷 POS 机购买理财，则
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财经）

结构性存款成新宠
“高收益率下，理财产品比以前好卖多
了。
”一位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表示。
客户可能并不知道，银行过去一段时间
对理财资金的“望眼欲穿”已经反映到了理
财经理的绩效考核上。
在上述客户经理所在的股份行，2017 年
5 月以前，卖自家银行理财产品是没有提成
的，该政策在 5 月份被调整，改为小幅提成，
每 100 万元理财可提 20 元，而到了年底，该
行加大了提成力度，每 100 万元提成 30 元。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充分调动理财经理
的积极性，加上资管新规即将落地，该行再
推激励措施，将原本主打卖给境外及超稳健
客户的结构性存款推给普通客户。2017 年 8
月开始，每个理财经理承担 200 万元任务，卖

30 万亿银行理财改造进行时
据央行统计，截至 2016 年底，银行理财
表内、表外资管规模合计约 30 万亿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体量，
刚性兑付、
多层嵌
套，
风险不断聚集。随着央行等五部门《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发布，破刚兑、去通道、去嵌套、规范
资金池成为银行理财未来的明确方向。
“资管新规对银行理财影响还要等到落
地之后。”
上述股份制商业银行人士表示。
对于资管新规可能对银行理财市场的
影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中心特约
研究员、中泰证券银行首席戴志锋表示，
“非
标”是控制重点，限制“期限错配”杀伤力最
大，
“净值”是博弈重点。
上述股份制商业银行理财经理表示，从
业两年来，他发现自己的客户只要买过一次
理财产品，知道银行会刚性兑付后，即便清
楚理财产品 R3、R2 评级不同，也会挑选收益
率最高的，
“ 直奔高利率的客户也在增加。”
他说。
据调查，某银行客户经理在为理财客户

擦亮眼睛防
“飞单”
虽然当前银行理财打破刚性兑付尚需
时日，但如果买到“飞单”理财产品，则可能
血本无归。
2017 年曾轰动一时的银行理财“飞单”
大案——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 16.5 亿“假理
财”案，涉案金额约 16.5 亿元，涉及客户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