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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钱放在自己理财能力范围内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作为中国很多老百姓存款的一个重

要去处———余额宝，最近发生了些变化：

自

8

月

14

日起，余额宝已对转入额度进

行了调整， 由此前的

25

万下调至

10

万

元。与此同时，余额宝日前

7

日年化收益

率已跌至

3.855%

，这也成为主流的货币

基金中， 率先跌破

4%

收益率的产品之

一。又是限额又是收益率下滑，我们老百

姓的钱， 该放哪里才能取得比较好的风

险收益比呢？我的答案是：我理财的能力

范围在哪里，我的钱就放在哪里。

不断被改变的理财生活

到底是余额宝改变了我们？ 还是我

们改变了余额宝？ 不少投资者在网络论

坛上发出这样的疑问。百度一下，余额宝

的主要信息有： 余额宝是蚂蚁金服旗下

的余额增值服务和活期资金管理服务产

品，于

2013

年

6

月推出。 天弘基金是余

额宝的基金管理人。 余额宝对接的是天

弘基金旗下的余额宝货币基金， 特点是

操作简便、低门槛、零手续费、可随取随

用。除理财功能外，余额宝还可直接用于

购物、转账、缴费还款等消费支付，是移

动互联网时代的现金管理工具。目前，余

额宝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

1

元起购， 定期也能理财———余额

宝降低了居民的理财门槛， 同时使用场

景非常丰富，开启了普惠金融的时代，也

开启了中国居民互联网理财的元年，推

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在余额宝的强

大冲击下， 各大银行也纷纷推出各种类

似余额宝的理财产品， 比如平安银行推

出“平安盈”、民生银行推出“如意宝”、中

信银行联同信诚基金推出 “薪金煲”、兴

业银行推出“兴业宝”和“掌柜钱包”等。

与此同时， 各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也纷

纷进行革新，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催热

了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行业， 各种互联

网理财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极大地

丰富了中国居民的理财途径。

与此同时， 以余额宝为首的各种理

财产品，因为收益率远高于银行存款，规

模获得了爆发式发展， 让老百姓的财产

性收入保值增值获得了更好的保障。 为

了吸引老百姓购买理财产品， 金融机构

和互联网企业争相创新， 金融机构注入

互联网思维，互联网企业掘金金融行业，

互联网与金融的交织， 给理财市场注入

了新鲜血液，产品选择更加多元化、预期

收益率更高， 这就是以余额宝为首的理

财产品带给老百姓最大的实惠。同时，呼

唤了多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这些互

联网理财产品的竞争下，开始加速推进。

可以说，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

理财产品， 不仅改变了中国居民的理财

方式，促进了理财市场的变革，也推动了

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 到底是余额宝改

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余额宝？这个

问题， 类似于鸡和鸡蛋孰先孰后这一问

题，其实是没有明确答案的。

理财跟着能力走

各种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次第出现，

极大丰富了中国居民的理财选择， 但行

业的飞速发展， 也带来了各种隐患和非

理性， 甚至是欺诈投资者的事情也偶有

发生。 比如各种

P2P

的“跑路”事件，让

投资者血本无归； 各种收益保底的空头

承诺，实际上是在做违法违规的事情。与

此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整个社

会的资金成本在下降， 互联网理财产品

的整体收益率也在下降， 这些都要求投

资者适当降低收益预期， 理性科学地投

资，防止被欺骗。

不熟不做，这句话用在理财市场，就

是不熟不投资。理财终究是门专业活儿，

对于自己不熟悉的理财产品， 仅仅凭借

理财经理的游说或者媒体的宣传， 朝所

谓的高收益率奔过去，十有八九是“期望

越大、失望越大”，除非你对你投资的理

财产品有相当的了解，否则，一个陌生的

领域，冲进去立马呛口水，就是常事。 拿

股票投资的一个术语来说， 就是你的能

力范围，决定了你的投资高度。

比如各种货币基金， 作为投资者，你

首先得知道货币基金到底是什么玩意，它

的风险收益特征是什么？投资的品种主要

有哪些？ 实际上，货币基金主要就是一个

现金管理工具，你如果买了货币基金，却希望

获得股票一样的收益，那就搞错了对象。再比

如，五花八门的

P2P

产品、信托类产品、股权

投资类产品，客户经理说起来都是天花乱坠，

有的甚至夸大预期收益率， 投资者很容易脑

门一热， 就砸下去大笔资金购买此类理财产

品。 其实，购买这些理财产品的前提，是你耐

心花点时间，了解这些理财产品的主要特征，

可能的风险，尽量消除你认知上的盲点，投资

的最大任务，就是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尽量

消除不确定性，追求确定性的最大化。你对你

购买的理财产品熟悉了，再去做投资决策，不

仅不迟，而且极有必要。

这就好比股票投资一样， 不熟悉的股

票，你一阵瞎买，不亏才怪呢！ 你必须对你

买的股票有足够的了解， 这家公司所在的

行业如何、公司和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可能

的风险点在哪里、竞争格局如何，同时，你

还要学会给公司的股票定价。 学会给企业

定价， 其实是股票投资领域相当重要的一

个环节，大部分投资者，其实是不明就里在

买股票、卖股票，你学会了给企业定价，就

知道什么时候买和卖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 投资者的能力范围也是可以不

断拓展的， 这就需要投资者不断去汲取新

的知识。 在理财的世界里，你能力范围的边

界越往外面拓展， 你的能力范围圈就越宽

广，也就是说，你了解的理财知识越多，理

财就越有把握。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投资世

界尽量消除不确定性， 是投资者永远都要

学习的能力。

放弃低风险高收益幻想

程喻

余额宝调低额度了， 今年

5

月

27

日从

100

万降到

25

万，

8

月

14

日后再由

25

万降到

10

万， 三个月

不到， 个人买入额度骤降了

90%

，

力度不可谓不大。

控规模的目的在于防风险，这

个大家都能看得到并能够理解，余

额宝不同于银行存款， 它是一种货

币基金，用户可以随时赎回，且货币

基金只能依靠新申购资金以及变现

持有资产两种方式补充流动性。 当

金融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或者，余额

宝本身出现负面影响时， 三亿多用

户规模赎回， 将可能给余额宝带来

灭顶之灾， 进而给整个金融系统带

来风险。 之前就发生过货币基金遭

遇挤兑赎回但流动资金不足的情

况， 后来基金公司用自有资金来垫

付解决。 更何况，余额宝太大了，万

一出现缺口， 那不是一般公司能垫

的出来的。

今年上半年， 余额宝规模突破

了

1.43

万亿，已经是整个货币市场

的

1/3

。 越是庞然大物，受到的约束

就越多，这是金融市场的客观规律。

但是， 防风险分为两种： 主动和被

动。主动的防风险措施，各个金融机

构都有部署，只是水平参差不齐。但

余额宝这次直接拿额度开刀， 无疑

是自断财路。要知道，基金公司挣钱

靠的就是管理费，规模越大，利润越

高。所以余额宝这次的防风险，被动

的可能性更大， 不仅符合监管的思

路，且步子更走在了监管前面，搁在

整个金融市场，也称得上是一个“成

绩拔尖、家长靠谱、态度良好”的“三

好学生”。至于

25

万上限这个值，一

定是经过估算的， 据说余额宝用户

资金超

5

万的不足

1%

， 所以这场

“限规模”活动，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意义。

相比余额宝限额， 其实真正的

狠招是监管层方面正在酝酿的货基

新规。这次新规号称史上最严，可以

用“双

A

”和“双

10

”来概括。 “双

A

”

是指货币基金禁止投

AA+

以下的

存单。 有消息称， 如果按照这个标

准， 只有

20

家银行发行的同业存

单， 属于新规的 “安全范围”。 “双

10

” 是指，

AAA

级以下商业银行发

行的同业存单的投资比例最高不得

超过

10%

；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全部货基投资同一银行的银行存款

及发行的同业存单与债券， 不得超

过该行净资产的

10%

。 类似的规定

早就应用于基金行业， 只不过以前

只针对股票基金投资上市公司，货

币基金还是第一次。

政策不是拍脑门出来的， 这是

对于同业存单的监管细化版。

2017

年，货币基金从去年末的

4.4

万亿飙升

至

5.2

万亿，如此大的增幅，投资方向

主要还是银行体系，这是货币基金的特

点决定。 但在今年，银行同业存单占基

金投资的比重大幅上升，比如余额宝，

目前所持有的前十大债券均为股份制

银行和城商行发行的同业存单。 同业

存单是中小银行的最爱，他们网点少，

揽储能力弱，但是有资质，可以向大银

行借钱啊，借来的钱投资于各类资管计

划来提高盈利能力，各类资管计划又把

钱借给那些在传统银行借不到钱的人

或项目，相当于放大了杠杆，这是央妈

近期“打击”的对象。

总之，余额宝限额也好，货币基金

新规出台也好， 背后都是监管升级的

影子， 这对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影响

呢？

由于限制了货基的输血功能，那

么银行可依靠的机构又少了一个，必

须靠自己揽储造血， 其中最有利的武

器就是提高银行理财收益， 和余额宝

们、

P2P

们争夺投资者， 尤其是 “双

A

”名单之外的银行，对于普通投资者

的影响就是银行理财收益继续看涨。

当然，由于银行理财本身的性质，这个

看涨也只是较小的幅度， 反而更需要

警惕风险， 这些高收益理财产品的投

向只能是高风险资产， 对于银行理财

产品来说， 是时候放弃刚兑兜底的依

赖，放弃低风险高收益的幻想了。

含着“金汤匙” 出生的余

额宝， 甫一亮相就光芒四

射———在 2013年 6月份“钱

紧”的岁月里，余额宝 7日年化

收益率曾接近 7%， 一战成名！

近日，余额宝下调限额，其增

长到天花板了？未来在金融领

域， 传统银行已经开始行动，

余额宝等“宝宝们” 势必会全

力跟上。余额宝和传统银行新

一轮的真正竞争，或许才刚刚

开始。

支付宝和银行只会相爱相杀 不会相互取缔

刘凡

在这个买臭豆腐都能刷支付宝

的时代， 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对传统

金融业的冲击总会不时引发热议，

最近，支付宝和银行又“闹”起来了。

在笔者看来， 银行和支付宝之间就

是“相爱相杀”，谁也无法成为对方

的终结者。 支付宝等“宝宝们”的出

现，产生了“鲶鱼”效应，激发传统金

融机构创新改革， 更从生活习惯入

手， 教育并培养了增量的市场和用

户，让更多人关注、接触、了解和参

与了金融行业， 从而让整个金融行

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0

年前， 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提到银行， 第一反应是 “高大上”、

“有钱”， 甚至有人直言：“银行是能

站着就把钱赚了的行业”，因为总有

人缺钱，求着银行。普通老百姓大多

不懂理财， 有点闲钱也没有其他的

选择，理所当然地拿到银行存着。日

常生活中， 较少有人主动提起金融

类的话题。 但是，随着支付宝、微信

等互联网功能性产品推出了金融类

产品后，这种现象发生了巨大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津津乐道基金、

货币、 理财产品， 讨论各种理财套

路、资产配置等等，人们对金融行业

的关注度空前提高。

互联网对用户的理财教育产生

了神奇效果。 马云在谈到互联网思

维的时候，就曾提出：互联网不是去

满足用户和市场， 而应该是教育用

户、培养市场。纵观互联网与传统市

场抢夺“蛋糕”时，的确也都是这些

套路。例如，过去“滴滴”刚进入网约

车市场时的“红包大战”，以及当前

“共享单车”们的免费服务等，莫不

是先教育用户， 培养用户的使用习

惯，增加了粉丝的粘性，从而让自己

快速抢夺市场，立于不败之地。

记得支付宝刚刚推出时， 收益

率高达

7%

，很多人发现，余额宝的

利率比活期存款利率高很多， 加上

余额宝本身作为大平台信用度高，

于是很多人把钱迅速转战互联网金

融工具。数据统计显示，余额宝出现

半年后， 即

2014

年

2

月份春节过

后， 银行居民活期存款同比少增

6706

亿元，而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

币基金同比规模增长了近

1

万亿

元。要知道，往年的这个时间点基本

都是传统银行第一季度“旺季营销”

揽存的大好时机，这在过去，是从来

没有出现过的。

余额宝就像一条 “鲶鱼”，搅

动着金融市场一汪净水， 虽然给

传统银行带来了阵痛， 但同时也

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

传统银行的创新和发展。 余额宝

出现之前，“利率市场化” 口号提

了十多年，可是进程相当缓慢，工

作只迈出一两小步。 余额宝出现

之后，“利率市场化” 改革几乎是

“大步快跑”。 在余额宝出现短短

的两年时间之内， 一年期以上的

定存上限被放开， 这样的改革进

度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互联网金融在教育和培养了客

户的同时， 还激发了民间资金的力

量， 从而让行业进入了一个繁盛时

代。随着“宝宝”们的出现，一方面传

统金融业高高在上的姿态被打破，

“站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另一

方面， 互联网手段的出现拓展了整

个金融的市场， 培养了一大批新的

客户， 这些客户有着较高的风险偏

好，且未来潜力无限，将为整个行业

带来巨量的资金增长。

但是，经过几年的发展，支付宝

等互联网金融理财也遭遇了自己的

“天花板”，但并不是终结。 传统银行

业和支付宝有着各自的优势， 各自

的客户定位并不相同。例如，

10

万金

额以下的资金配置， 人们更倾向于

网上的快捷便利，而

10

万以上甚至

100

万以上的大额资金，还是更倾向

于交给实体店的银行去打理。 在全

民金融时代， 金融业的未来不是传

统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之间的此消彼

长， 而是全行业在新的发展机遇面

前，个体之间的竞争比拼。 如何推陈

出新抢占市场， 留住用户是这个行

业的所有企业都将面临的问题。

余额宝限额

货币基金前进

见习记者 王媛媛

前两天，余额宝上限调整，上了微博热搜榜，

再一次见证“娱乐至死”才是网红要义———吃瓜群

众围观，将其送上热搜的点在于：无论余额宝上限

调到

10

万还是

25

万都与自己无关， 一则严肃新

闻愣是被刷成了“晒穷”比赛。

调整上限，是因为余额宝担心会被限额。余额

宝扩张规模太快， 监管层担心这种超大体量货币

基金可能引发诸如“大额赎回”这种极端情况的风

险，毕竟，去年年底，货币基金市场的确不太平，资

金体量大到超越招商银行，从而触碰政治敏感，证

监会下发《公募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新规》被视为

余额宝收缩规模的直接原因。 吃瓜群众忙着自嘲

自己并不能达到上限，关注的点显然背离了初衷。

回归到风险本身来看，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市

场基金风险在哪里？

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主体无非两类， 一类是个

人，一类是机构。在货币市场基金中，有的以个人持

有为主，有的以机构持有为主。实际上，对于基金来

说，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更不让人“省心”。

由于机构投资者往往以大体量资金进入基

金，所以享有较高议价权，最直接表现在，一些基

金对银行来的大资金不设赎回费。 赎回费是已持

有基金单位的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卖出基金单位

时所支付的手续费，通常会计入基金资产，目的是

对其他基金持有人安排的一种补偿机制。 如果基

金对强势资金不设赎回费， 但资金方一定要拿回

钱的时候，这种补偿由谁来承担呢？在当前刚性兑

付的环境下， 就变成了基金管理人自己拿出资金

补漏。 而且，机构赎回往往是大额赎回，单一机构

行为会影响到其他机构，从而引发数起大额赎回，

对基金产生极大伤害。

而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货币市场基金， 这种

累积伤害力要弱一些。首先，个人投资者要拿回钱

一定要交赎回费，且金额体量不大，不会对基金本

身造成太大冲击；当然也有“群体性挤兑”现象，代

表个人投资者大范围对该基金不信任， 担心拿不

回钱。 货币市场基金这种“拿不回钱”的风险有多

高呢？这与基金的投资标的紧密相关。货币市场基

金投资标的主要在货币市场上短期有价证券，属

于时间短、票息低、流动性高、风险低的票据。

与货币市场基金另一个联系紧密的词是协议

存款， 即基金与银行通过签订协议约定存放利率

存放一定期限、 一定金额以上的存款， 流动性较

差，但利率较高，即相当于普通投资者的资金以更

高收益存放进了银行。尽管

2014

年协议存款历经

了一波严监管， 目前大体量货币基金仍然能够与

银行进行存款议价，进而获取更高的利息，这是货

币基金拉高收益率的有效手段。

目前， 国内各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均在

0.3%

左右，而在

2017

年

8

月

16

日国内各货币基金

7

日

年化均在

4%

上下浮动，两者利率存在严重偏离，同

时也让货币市场基金有更大吸引力。尽管在重重政

策下，余额宝的市场表现不再“骁勇”，但其将货币

市场基金带到了普通投资者面前，开展了一场有效

的投资者教育。同时，不断发展的金融科技，也为货

币市场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官兵/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