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投资类型 募集起始日 计划募集截止日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５１０４５０．ＯＦ

上投摩根

１８０

高贝塔

ＥＴＦ

被动指数型基金

２０１３－６－３ ２０１３－６－２８

上投摩根 中国银行

５１９６６０．ＯＦ

银河增利 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

２０１３－６－３ ２０１３－６－２８

银河基金 北京银行

０００１２４．ＯＦ

华宝兴业服务优选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２０１３－６－３ ２０１３－６－２５

华宝兴业 建设银行

０００２００．ＯＦ

博时岁岁增利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２０１３－６－３ ２０１３－６－２４

博时基金 工商银行

００００６４．ＯＦ

大摩纯债稳定增利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２０１３－５－２７ ２０１３－６－２１

大摩华鑫 民生银行

０００１７３．ＯＦ

汇添富美丽

３０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２０１３－５－２７ ２０１３－６－２１

汇添富 工商银行

００００６０．ＯＦ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 平衡混合型基金

２０１３－５－２７ ２０１３－６－２１

国联安 建设银行

０００１９７．ＯＦ

富国一年期纯债 短期纯债型基金

２０１３－５－３０ ２０１３－６－２１

富国基金 农业银行

０００１２７．ＯＦ

农银汇理行业领先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２０１３－６－３ ２０１３－６－２１

农银汇理 交通银行

００００７８．ＯＦ

工银信用纯债两年 中长期纯债型基金

２０１３－５－２７ ２０１３－６－１９

工银瑞信 交通银行

５１９００２．ＯＦ

华安安信消费服务 普通股票型基金

２０１３－５－２９ ２０１３－６－１９

华安基金 工商银行

推介期 信托类别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受托人 期限 发行地 预期收益 投资领域

０６．０３ ～ ０７．０３

权益投资信托

华恒

６６

号重庆市垫江牡丹湖片区综合整治项目收益权买入返售

信托（一期）

新华信托

３０

月 重庆

９．５０％

基础设施

０６．０３ ～ ０７．０３

贷款类信托 秦宇集团金宏湾矿业贷款信托（一期） 华融国际信托

２４

月 北京

７％

工商企业

０５．３１ ～ ０６．３０

组合投资信托 鼎石

２

号投融资信托 新华信托

２４

月 重庆

９．５０％

０５．３１ ～ ０６．３０

权益投资信托 南通鑫乾广场特定资产收益权信托 渤海国际信托

２４

月 石家庄

９．５０％

房地产

０５．３１ ～ ０６．３０

权益投资信托 华锦

８６

号临沂金世纪新城东区项目收益权投资信托 新华信托

２４

月 重庆

９．８０％

房地产

０５．３０ ～ ０６．３０

股权投资信托 俊发地产股权投资信托

１

号 四川信托

１２

月 成都

９％

房地产

０５．３０ ～ ０６．３０

贷款类信托 天启

３６７

号太原华杰集团贷款项目信托 中航信托

２４

月 南昌

９％

０５．２９ ～ ０６．２９

贷款类信托 长城财富

１

号融信集团贷款信托 新疆长城新盛信托

１２

月 上海

９．２０％

房地产

０５．２９ ～ ０６．２９

贷款类信托 鑫业

５１５

号贷款信托 新时代信托

１２

月 包头

８．５０％

０５．２９ ～ ０６．２９

权益投资信托 方兴

７２

号南浔建投信托 方正东亚信托

２４

月 武汉

８．７０％

基础设施

０５．２９ ～ ０６．２９

贷款类信托 鑫业

５６１

号信托贷款信托 新时代信托

１２

月 包头

８．５０％

发行机构 产品名称 投资品种 销售期 委托期 预期收益率

交通银行

２０１３

年“得利宝沃德添利

１２０

天周期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２５１１３０００７

债券，利率，其他

从

２０１３－０６－０４

到

２０１３－０６－１２

１２０

天

～ ４．３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３

年“中银财富

－

债富”

２０１３２２９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ＺＹＺＦ２０１３２２９

从

２０１３－０６－０４

到

２０１３－０６－１２

１８６

天

４．５０％ ～ ４．５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０

期中银集富专享理财计划（

３０５

天）

ＪＦＺＸ３０５Ｄ２０１３１００

从

２０１３－０６－０４

到

２０１３－０６－０９

３０５

天

４．７０％ ～ ４．７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３

年“中银财富

－

债富”

２０１３２１８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ＺＹＺＦ２０１３２１８

从

２０１３－０６－０３

到

２０１３－０６－１４

１８２

天

４．５０％ ～ ４．５０％

中国银行

２０１３

年“中银财富

－

债富”

２０１３２３２

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ＺＹＺＦ２０１３２３２

从

２０１３－０５－３１

到

２０１３－０６－１３

８３

天

４．４０％ ～ ４．４０％

Skill

财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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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员的生活没那么有趣

证券时报记者 颜金成

接触很多交易员之后，笔者总体的

感觉是，交易员的生活并不那么有趣。

交易员应该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称

谓，指代那些以交易为工作的人。区别

于基金经理， 他们通常不考虑宏观配

置， 不过度花时间在基本的产业研究

上；区别于下单员，他们并非简单听上

级命令。当然，他们更不是买进股票就

不管的长线投资者。

从交易员的名字可以看出，“交

易” 二字在他们工作中的重要性。 所

谓交易，就是买进卖出。

人们心中最神秘的交易员其实是

那种超短线交易者， 典型的就是日内

交易，日内交易者比“高频交易”还要

来得“短线” 。 很多人把股票今天卖

出、过一两天卖都称为高频交易。

但日内交易者的交易频率可以高

到以分钟计算，他们把 K 线坐标调整

到 1 分钟线、5 分钟线，然后在这些线

上来回买卖，一天几次甚至过十次。这

种交易的方法在外人看来， 应该是很

神秘、高技术含量的工作了。他们紧紧

盯着屏幕，全神贯注。偶尔快速敲打键

盘，几分钟决定巨大的现金得失。

这种交易看起来很光鲜，但另一方

面，却是这些交易员不太好的体会。

对于这些交易员来说， 首先是眼

睛受不了。长时间这样工作，首先眼睛

容易疲劳，第二腰椎脊椎容易劳损，第

三容易引发前列腺炎，当然还有第四、

第五等。 最后的一点， 也是最关键的一

点：如果资金不大，水平不够高，他们常

常成为期货公司的免费打工者。

大多数交易员的生活并不像日内交

易者那样，每天很忙的样子。很多的交易

员的交易周期以日计算，一次买卖下来，

需要三五天，也可能一两个月。

一位职业进行期指交易的投资者

说，他每天都很闲，闲得无聊。 拿今年来

说，期指在年后结束上涨，进行下跌的调

整，但是，考虑到去年一波强劲上涨，这

一波下跌多属于震荡调整， 而不是趋势

性下跌。所以，他觉得市场走势一直没有

明朗，一直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这种等待，不是一两天的，多数时候

是一两个月，甚至几个月。对于职业的投

资者而言，这种工作，的确有点过于清闲

了。职业交易者们多重视健康，市场没有

机会的时候， 他们就把时间花在郊游和

锻炼身体上面。 这种无聊的等待以机会

的出现而结束。然后他们开始买卖，这种

有事可做的时候， 其实也不像去银行提

款那么轻松。

交易员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确保

本金受到最小的损失。在此前提下，他们

开始进行买卖交易。在稳妥的前提下，他

们开始有小额的利润， 赚到了市场上的

钱，他们才敢去做风险更大的交易。

如此循环下去，如果风调雨顺，市场

情况不错，很多交易员就会赚到钱；如果

机会特别好，比如出现大牛市、大熊市，

那么他们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番了。

但情况多不是如此，市场上好的机会

很少。 交易员们小心地保护着本金，小心

赚取的小额利润往往会还给市场。 真正给

他们带来收益的，还是那些大的机会。

市场上也有很多吸引眼球的交易

员，比如有人从一个期货品种上，赚到几

十倍，或者几百倍，获得了上亿的利润。

但这多少带有赌的性质。 职业的交易员

们羡慕这种运气， 却不敢奢望自己会以

这样的方式暴富。

前5月34只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超8%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普益财富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5

月共有

16509

款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在

10468

款公布了到期收益率的产品

中， 有

240

款产品的到期收益率超过

6%

， 其中

34

款产品到期收益率达到

8%

以上，

206

款产品的到期收益率在

6%

（不含）至

8%

（不含）之间。

在

240

款产品中，有

36

款产品为

结构性产品，如星展银行发行的“股得

利系列

1211

期

-12

个月人民币结构

性投资产品 （

EZGF

）”， 到期实现了

22.00%

的高收益。 结构性产品因其嵌

入了衍生金融工具， 具有获得潜在高投

资回报的可能， 但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

投资风险。通过产品数量可以看出，结构

性产品并不是高收益产品的主力军，大

多数高收益产品仍为非结构性产品，并

且呈现出一定的共性。

普益财富研究员吴泞江表示， 除结

构性产品外， 收益率较高的产品呈现出

“三高一低”的特征，即高收益伴随高风

险、高投资起点及低流动性。值得注意的

是，高风险、高投资起点和低流动性并不

能保证实现高收益率， 投资者在选择产

品时需要仔细斟酌，阅读产品说明书，不

可轻易迷信高收益。

Big Sale一周理财品

Yan Jincheng蒺s Column

察颜观色

数据来源：Ｗind��方丽/制表

修德与理财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修德与理财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一个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物质

方面的问题， 有啥关系呢？

但别忘了， 物质决定精神， 精神

影响物质。 这句话用在理财这个事情

上， 也是有道理的。 理财的人， 理得

好的， 往往都是道德境界比较高的

人。 尤其是那些赚到了钱而且能够让

自己财富不断增值的， 大多是有德的

人。 反之， 你整天蝇营狗苟， 净干些

追名逐利的事情， 即便你有财了， 这

个财， 最终都很可能离你而去。

理财不仅需要技巧， 比如对股

票、 债券、 基金等要懂， 这是最基

本的， 更需要好的心态。

如果一个人把钱看得比命还重

要， 那么， 这个人即便通过努力，

赚到钱了， 最终这些钱能不能够继

续在他手上， 会不会流失， 恐怕要

打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把钱看得比

命还重要的人， 心态一定不会很

好。 这种类型的人很容易走极端，

急功近利， 不注意自我人格的完善

和自我修炼。 其实， 人性的自我修

炼是每时每刻、 一辈子的事情。 如果

不注意修德， 这个人最终一定会成为

金钱的奴隶， 甚至为了钱利欲熏心。

最后， 金钱一定会离他而去。

反之， 那些时时刻刻注意修德

的人， 因为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与

价值观作为支撑 ， 他对金钱的态

度会非常淡然。 一方面他认识到

金钱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金钱

绝不是他人生的绝大部分。 他追

求金钱的目的， 是为了让自己的

生活过得更为从容， 让家人过得

更有安全感。 对于金钱来说， 得

之坦然， 失之淡然。

注意修德的人， 因为他的心态良

好， 理财时就能够从容不迫， 追求金

钱的过程中心态会良好， 拥有金钱之

后也不会不可一世。 这样的人， 修德

与拥有财富便会完美统一。 当然， 并

非每一个修德修得好的人， 都会拥有

财富。 但不注意修德的人， 拥有财富

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

注意修德， 你才会拥有财富， 更

重要的是能够守住财富； 不注意修德

的人， 即便你拥有了财富， 也不一定

能守住财富。

玩转信托资金池产品

公司实力为王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银监会“

8

号文”颁布之后，作为

资金池产品主力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率大降。实际上，信托公司也发行了类

似资金池产品，值得投资者关注。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 信托资金池

产品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期限较为灵

活， 且收益率要好于同类产品

1

至

2

个百分点。不过，投资者在玩转这类产

品前，需首先考察信托公司实力，选择

风控好、产品线全、营销能力强、有实

力的信托公司产品。

收益率高于同类产品

信托公司资金池产品是近两年比

较受欢迎的一类产品。 其不仅投资方

向灵活，投资期限也很灵活，收益率往

往高于市场上同类型同期限的产品，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如前期发行的四川信托·“天府聚

鑫”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分为

A

类（

6

个月）、

B

类（

9

个月）、

C

类（

12

个月）、

D

类 （

3

个月）。 如果投资

300

万至

1000

万， 预期收益率分别为

6.3%

、

6.5%

、

6.7%

，

6%

。 认购金额在

1000

万以上，收益率略高一点。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由于期限灵活

且信用风险不高，几乎每家信托公司都

新发了

3

至

5

只此类产品，总规模估计

不下千亿。 目前发行资金池产品较多

的为中信信托、中融信托、金谷信托、

湖南信托、华信信托、华能信托、江西

信托、新时代信托、中航信托等国内多

家主流信托公司。信托资金池的资金规

模也颇为惊人， 有一家信托公司发行

的产品中， 有一类产品在

1

年左右的

时间内，产品规模就达到百亿级别。

从目前来看， 这类产品的收益率

要高于同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一般年

化收益率在

5%

至

6%

，市场上也可以

看到有

8%

左右的产品。 以去年中融

信托旗下的资金池为例，

1

年期不同

产品间收益率介于

6.1%~8.5%

之间，

远高于市场上大多数的银行理财产

品。 不过，由于投资方向不同，即使是

同一公司发行的信托资金池收益率也

会有较大的差异性。 某一信托公司旗

下资金池同期产品年化收益相差近

2.4

个百分点。

而且，资金池产品可以自行滚动，

投资人所投资金在结束一期资金池产

品后， 可选择直接滚动到下一期产品

中。 据了解，目前，信托公司在筛选产

品入池时普遍有内控标准， 只有符

合此类标准的才可入池。

两种主流模式

从目前市面上已有的信托资金

池产品看，主要有两种模式。

其一是狭义上的资金池产品，

在信托合同中并不明确具体资金投

向，只是大致框定投资债权、股权、

其它信托等投资范围， 通常由信托

公司自主管理，产品期限灵活（分

3

月、 半年、

9

月、

1

年、

2

年不等），这

类产品期限通常为

1

年。

如上述四川信托·“天府聚鑫”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产品，该产品投

资范围包括两类： 流动性资产和长

期资产。 其中，长期资产多为信托项

目的信托收益权，以信托贷款、债权

及债权收益权、股权附加回购、股权

收益权、 有限合伙份额等形式存在

的经评审通过的固定收益类信托项

目，其他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 基金公司等金融机

构发起的资产管理计划， 以及其他

经投资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固定收益

类金融产品。

第二种是广义上的资金池产

品， 其中也包括信托中的信托

（

TOT

）产品，主要通过一个信托计

划买另一个或多个信托计划， 实现

信托组合投资。 这类产品信托期内

设置开放期， 允许委托人申购、赎

回，并提供流动性保障，通过时间错

配降低资金成本。 这类产品绕开了

信托产品

300

万以下， 自然人投资

人不能超过

50

人的规定，因此小额

充足。 不少信托公司都发行了这类

产品。值得一提的是，通常这类产品

门槛要低于

100

万元， 有的甚至低

至

30

万元。

新浪仓石研究中心庄正曾表

示， 信托公司发行此类产品至少有

三大特点：首先，信托公司被赋予更

大自主权；其次，此类信托募集的资

金可能被用作需要展期信托项目的

备付；最后，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投

资单一信托项目的风险。

考察信托公司实力为先

投资者选择这类产品， 首先要

考察信托公司实力。 启元财富投资

分析总监汪鹏表示， 资金池产品有

两大特点，第一，投资范围比较广，

通常是投资于该信托公司旗下信托，

能起到资金募集和其他信托产品成立

之间“润滑剂”的作用，提高资金整体

的使用效率；第二，期限比较广。 信托

公司进行了“长拆短”做法，因此也受

制于信托公司本身项目规模和后续的

开发能力， 对信托公司产品线实力和

募集能力有一定要求。

因此， 汪鹏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信托公司发行的其他固定收益类信托

产品的风险控制能力、 收益能力和资

产质地， 选择有实力的信托发行的这

类产品。 不过，他表示，因为投资方向

不明确， 对于投资收益特别高的资金

池产品要保持警惕， 最好选择低于目

前传统固定收益类信托平均收益率

2

个百分点左右的产品。如收益率过高，

相对而言风险水平可能也会较高，同

时要选择定期信息披露的产品。

新浪仓石研究中心则认为，对于资

金投向上的差异， 投资者不需特别关

心， 通常产品的预期收益都能达到，关

键是不同公司产品之间的信用差距。因

为虽然不同公司收益率差异并不大，但

不同公司的综合实力差异非常大。投资

者在投资此类项目时，还是要注意寻找

实力较强信托公司旗下“资金池”项目，

同时寻找募集规模比较大的项目，分散

投资的效果会更明显。

还有投资人士表示， 资金池项目

最大的风险还在于， 这类产品往往投

资方向并不透明， 有些信托公司可能

将一些发行困难的产品包装在资金池

产品中， 而投资者在不明就里的情况

下买入。因此，信托资金池产品非常考

验信托公司资产配置能力、 项目管理

能力以及诚信。投资者需要谨慎甄别，

另外还要注意流动性风险。

看懂信托合同三大要点

证券时报记者 方丽

固定收益类信托已经成为部分投

资者必备的一类理财产品。 在被高收

益吸引的同时， 也需要看懂信托合同

中的三大要点：收益率、期限、安全性。

好买基金表示， 首先要了解产品

预期收益率，以及如何分配收益问题。

一般来说， 信托项目一年分配一次收

益，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也有部分产

品是按季度分配收益。除收益外，也要

考察费用问题。 固定收益类信托合

同揭示的预期收益率， 往往是扣除

了相关费用之后， 其中包括了信托

报酬、保管费、监管费、渠道费等。但

也有信托公司收取

1%

的认购费，

需要考察自己的真实收益。

第二，期限也是很重要。一般信

托存续期间，信托是不能够赎回的，

具体条款可以参见 “信托财产的归

属和返还”条目中。有些信托合同规

定，实际操作会根据项目运作状况，

或者期满之后延期几月结束的情况。

这些期限都要和投资者自己需要资金

使用时间相匹配。

第三， 安全性是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 了解安全性之前，需要了解信托的

投资风险，其中包括政策、项目经营风

险等。 信托合同中“信托财产的管理与

运用”、“风险揭示及防范措施”等项目，

需要投资者格外注意。其中要注意对手

方的实力、资金用途、还款来源、抵押

物，以及其他担保措施的具体情况。

用益信托工作室建议，首先，要搞

清楚信托财产税费的承担和其他费用

的界定和核算， 以及对信托终止时信

托财产的归属及分配方式做详细了

解；然后，对风险揭示、信托财产损失

后的承担主体及承担方式进行详细了

解，知道可能存在什么风险，投资者是

否可以承受， 进行评估决定是否购买

该款产品； 最后， 还要对受托人辞任

（职责终止）事项及新受托人的选任以

及其他事项进行了解。

目前在售部分银行理财产品一览表

目前在售基金一览表

目前在售部分信托产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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