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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市曾有一家“盟信农村经济

信息专业合作社”，在营业场所、存款流程

和手续等方面都与正规银行一模一样，共

向 443 名群众吸收存款 4.23 亿余元。然

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是一家没有国家

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手续的假银行。近日，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桩“假银行案”二

审宣判，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

被告人曾某和何某某有期徒刑九年、九年

半。

这类假冒银行的事此前也曾上演过，

2015 年，成立于 2011 年的徐州贾汪农村资

金互助合作社突然倒闭，导致235户村民入

股的共计1005万元资金无法返还。而在山

东、河北、上海等地，不少打着金融创新旗号

冒出的假银行、假网银带来的诈骗案件也时

有发生。

对于形形色色的假银行，如何进行鉴

别以避免损失？

先看名字，各种合作社与信用社其实

是两码事。不少假银行都冠以“合作社”的

名头。有人认为合作社跟农村信用社一

样，都属于农村银行，实际上并非如此。农

村信用合作社是由银监部门审批备案的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业务范围与普通银行较为

接近，能够吸收存款。而这些假银行虽然自

称合作社，但没有冠以“信用”二字，意味着

绝非正规金融机构，不能经营信用，自然没

有吸储的资格。

再看证件，无论是信用合作社还是银

行，只要是正规金融机构在其营业网点都

需要亮明该网点获得的金融许可证。金融

许可证的颁发、更换、扣押和吊销等由银监

会依法行使。目前，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

银行、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用

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信托投资公司、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

融机构等，如不放心，还可以看看其持有的

金融许可证，以辨明真伪。

对于投资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经得

住高息诱惑，莫贪小便宜吃大亏。比如南

京这家假银行，给出的年利率高达 10%至

15%！如此高的利率，连很多 P2P 平台都

给不了。一些出事的“合作社”，还出现给

储户贴息的现象。

正规银行是不能给储户贴息的。根据

2014 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存款偏

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行不得高息

揽存吸储，不得违反规定擅自提高存款利

率或高套利率档次，不得另设专门账户支

付存款户高息。因此，遇到给储户贴息的

“合作社”，一定要擦亮眼睛，莫为高息所

诱，如果存在疑点，可拨打人民银行金融消

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须知，你看中

的是他付的利息，人家盘算的却是你的本

金。存钱还是去正规网点更安全。

识别网络上出现的“假网银”，其实也

不难。一是要从正规途径得到正确的网上

银行地址并且牢记，可以避免去错误的站

点进行交易。如果觉得记网址麻烦，还有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登录个人网

银时查看浏览器的地址栏是以 http://开头

还是 https://开头，银行和正规金融机构都

是以 https://开头。以 https://开头的网站

采用了加密数据传输，能够保护用户隐

私。如果登录时碰到的是 http://开头的网

址，就要提高警惕，很有可能是诈骗钱财的

假银行和假网银。同时，还可以通过银行

网站的预留信息验证辨别真伪，正规银行

网站一般都有预留信息，当登录网上银行

进行在线支付时，网页上会自动显示客户

的预留信息。如网页上没有显示预留信息

或显示的信息与客户的预留信息不符，便

可以确认该网站是假网站。

真假银行要辨清
梁 睿

市场竞争加剧，投资收益缩水——

货基失宠为哪般
本报记者 周 琳

新年伊始，很多投资者都在关注人民
币汇率的走势。刚过去的 2016 年，人民币
汇率总体下跌。临近去年年底时，一些媒
体两次爆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 7 的消
息。虽然事后证明都是乌龙，但由此引起
的震动并不小。

也因为此，很多人认为到了 2017 年，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很可能真的会破 7，理由
很简单，那就是进入新的一年，居民有了新
的年度便利化换汇额度。如果有比较多的
人选择使用额度，在巨大的换汇压力下，人
民币汇率自然要下跌。

但实际情况是，这几天来，人民币汇率
出现上涨，特别是在上周三的时候，离岸市
场汇率大涨 600 多个基点，升破了 6.9 的
关口。

其实，2016 年末美元升值、人民币被
动贬值是建立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
刺激政策之上的。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复

苏情况仍具有不确定性，特朗普的政策实
施情况也有待观察，诸多因素都决定了
2017年美元走势具有不确定性。

从投资的角度考虑，目前美元理财和
人民币理财约有 2%的利差，拿确定的利差
去赌不确定的汇率，并不明智。

此外，目前国内对个人持有外币投资
的范围限制较为严格，一般仅允许用于办
理外汇定期存款或购买外币理财产品。且
外币理财产品种类较少，收益明显低于人
民币理财产品收益。

从目前银行外币理财产品平均收益
看，美元、日元、澳元等外币的理财产品年
化收益率大多不到 2%，且期限要求往往 1
年以上，种类也偏少；而人民币理财产品基
本都有 4%左右的收益率，个别银行甚至有
超过 5%收益率的产品，且期限配置灵活，
从几十天到 2年，种类较为丰富。

同时，外币汇兑损失也不可忽视。目

前 个 人 买 卖 外 币 还 存 在 汇 兑 损 失 。 以
2006 年 12 月 16 日某大型商业银行公布的
美元牌价为例，100 美元的银行现汇买入
价 为 693.84 元 人 民 币 ，现 汇 卖 出 价 为
696.62 元人民币。假如个人当天花 696.62
元人民币买入 100 美元后立刻卖出仅能兑
回 693.84 元 人 民 币 ，本 身 汇 兑 损 失 达
0.4%。如果购买一款收益率为 2%的美元
理财产品需要 3 个月才能赚回汇兑损失，
勉强保本。

实际上，居民普遍还是较为理性的。
进入新年以来，银行并没有出现换汇高峰，
而这也有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面对这样的状况，有人就说了，既然
选择换汇并不合适，那么有钱还是买股
票吧。这几天来股市的走势，似乎也对
此作出了某种注脚。其实，买股票和换
汇是并不相同的两种理财模式，很难说
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替代关系。所以，

那种认为因为限制了外汇用途导致股市
上涨的说法，至少是片面的。但不可否
认，由于境内居民资产的海外配置空间十
分有限，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少，对于具有
一定资产规模的投资者而言，在实施资产
配置方面难度是不低的。

更何况，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又存在所
谓的“资产荒”，因此包括加强房地产调控
以及外汇管制在内的多项政策实施，确实
具有驱赶资金进入股市的作用。至于这些
作用何时能够得到全面体现，现在并不好
说。但不管怎么说，就人民币汇率而言，它
的基本稳定以及在合理范围内的双向有序
浮动，对股市是有利的。持续贬值预期的
改变以及外汇使用途径进一步规范化，则
对于引导资金合理流动会起到正面作用，
股市从中有所受益，当然就是题中之义了。

（作者系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市场研
究总监）

岁末年初，各类理财产品在“吸金”竞
赛中不断调高年化收益率。不少投资者习
惯性地把目光投向传统意义上低风险、高
收益、流动性佳的“宝宝”类货币市场基
金。但自 2016 年第四季度以来，货币基金
的资管规模一降再降，收益率难言乐观。
在追求绝对收益的财富管理比拼中，曾经
红极一时的“互联网宝宝”已处于“失宠”的
边缘，甚至有潜在巨额赎回风险。

产品吸引力下降

目前市场上主要的低风险投资品种
有：国债逆回购、银行理财产品、打新基金、
货币市场基金和分级基金 A 份额等，在这
五大类品种中，货基的平均收益率排名
垫底。

与其他四类品种相比，货币基金的吸
引力显然不够。以打新基金为例，Wind 资
讯数据显示，2016 年以来，共有超过 1100
只基金参与网下打新，打新基金平均年化
收益率在 5%左右，从最新成交额排名前 20
只的分级 A 产品看，平均隐含收益率为
4.87%，仍然比绝大多数“互联网宝宝”都要
赚钱。

货币市场基金目前的收益率已创下
近 3 年新低。据 Wind 资讯数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477 只具备可比数据
的货币市场基金平均 7 日年化收益率为
3.13%，明显低于国债逆回购、短期理财基
金等投资工具，更是低于 2014 年、2015 年
货基的收益平均水平。即便与流动性不
佳的银行理财产品相比，货币市场基金的
收益率也不占优。统计显示，2016 年 11
月份国内近 1000 款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
预期收益率为 3.66%，高出货基 0.5 个百
分点。

收益的缩水也让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缩
水成为必然。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
布的公募基金数据显示，截至 11 月底，108
家公募基金资产合计为 8.74 万亿元，较上
个月微降。其中，货币型基金 11 月份净值
减少 2691.73 亿元，环比下降 6.44%。这已
是自 2016 年 9 月底至今，货币基金连续 3
个月（9月、10月和 11月）净值规模减少，由
8 月底的 45312.54 亿元下降至 11 月份的
39091.42 亿元，减少了 6200 多亿元。其
中，2016 年 9 月、10 月份，货币基金环比缩
水 2.17%和 5.74%。

场内货币基金由于可供投资者直接在
交易软件上买卖，规模表现更为直观。据
中泰证券 2016 年 12 月 26 日统计数据显
示，多只场内货币基金出现规模缩水，易方
达保证金 A、招商保证金快线 A 分别缩水
1.96%和 2.92%。银华日利、广发添利、大
成添益 E 等均出现大额赎回，规模分别下
降 4 亿元、2 亿元和 1 亿元。纳入第三方研
究平台集思录统计的 25 只交易所 T+0 货
币基金均出现折价，其中，汇添富收益快钱
货币 A、中融日盈折价率分别高达 0.533%、
0.088%。

“辩证地看，货币基金规模下降是多重
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岁末年初公募基
金规模排名战拉开序幕，委外资金成为左
右规模的重要力量，过去那种依靠货币基
金冲规模的效应有所减弱。”上海证券基金
评价中心分析师高云鹏说，目前在权益市
场未现系统性机会的状态下，场内货币市
场基金出现整体折价的主要诱因是产品自
身吸引力下降。

回归现金管理工具本源

近期，在货币基金圈内，一度传出产品

面临数百亿元巨额赎回的消息。虽然该消
息未经证实，但也让旗下拥有大型货币基
金的公司“人人自危”。截至目前，已有华
夏、易方达、银华、博时、天弘、上投摩根、华
宝兴业、广发、建信、中银、南方、兴业全球
等 10 余家基金公司向《经济日报》进行了
辟谣，称未出现数百亿元规模的巨额货币
基金赎回。但这也并不能解开市场对于货
币基金的各种疑惑。目前看，货币基金赎
回的潜在风险有所增加，必须严控流动性
风险，认清货币基金的真正价值。

从 2015年 12月份《货币市场基金监督
管理办法》发布算起，货币基金步入运行管
理的“康庄大道”已 1 年有余。与传统的理
念不同，新规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认识、纠
正了偏见，树立起回归现金管理工具本源
的正确价值观。

“货币基金是现金管理工具，不能替代
理财工具。在没有找到很好的投资标的或
者暂时有流动性管理需求的时候，可用货
币基金作为临时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基于
对货币基金本质的准确把握，相比收益，更
应在严格风控的基础上，做好货币基金的
流动性管理。”天弘余额宝基金经理王登峰
认为，新规有利于遏制过去冒着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博取短期高收益的投资行为，
不得以收益率作为基金经理考核评价的唯
一标准，流动性风险控制将更为严格，这些
都旨在敦促基金经理高度重视流动性风险
控制。

“货币基金投资策略应是‘不可能三
角’，即风险、收益和流动性。这三者不可能
同时兼得。因此，应选择回归货币基金的本
源，即：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其中最核
心的一点是不比拼收益。”王登峰说。

投资者在选择货币基金时，不应紧盯
货币基金“收益是活期存款数倍”的宣传，
就认定其风险水平等同于活期存款。“虽然
货币基金是低风险基金，但在极端情况下，
它仍然可能出现当日收益亏损的情况。”金
牛理财网研究员宫曼琳说。

对于当前货币基金的投资机遇，应辩
证看待。博时基金固定收益总部现金管理
投资总监陈凯杨表示，目前的经济环境、货
币政策以及外围经济环境依然有利于货币
基金。在当前的经济和政策格局下，风险
资产吸引力下降，而防守型的货币理财型

产品仍具有较好的市场机遇和投资前景。

“薅羊毛”也要防风险

投资货币基金，一般有几种需求：一
是进行大规模的现金管理或闲钱管理，以
备不时之需，比如，购物、交费；二是追求
短期收益，以套利策略为主；三是作为资
金的“避风港”，比如场内货币基金。宫曼
琳认为，从年底投资货币基金的时机看，
大多数投资者是想趁着货基收益上浮的
机会“薅羊毛”，即短期持有或采取套利
策略。

眼下投资货币基金应注意两方面风
险：一是遇到巨额赎回时，不得不提前兑现
浮亏的风险。货币基金一般配置协议存
款、现金等比较安全的资产，但若配置期限
较长的品种，又遭遇巨额赎回，为筹到足够
的资金交给赎回的持有人，基金经理一般
会被迫卖掉一些品种，而这些品种可能卖
出价低于买入价，这就出现了亏损。基于
这方面风险，投资者在选择货基时，应尽量
选择规模大、流动性好、机构投资者少的货
币基金。

王登峰认为，货币基金最大的风险就
是大额赎回。因此，基金管理人对于每一
笔存款的投放和每一笔债券的买卖和决
策，就会考虑赎回点的位置，在满足流动性
的情况下再衡量收益。

以余额宝为例，天弘基金和蚂蚁金服
各有一个大数据分析团队，专门对余额宝
的流动性进行分析，可预测未来 1 个月的
申购赎回情况，误差仅有 1%。“即便如此，
管理人也不应把风控完全寄托在机器上，
要继续假设，若大数据的计算出现漏洞或
不可控的事件发生该如何应对。对流动性
风险，管理人需要时刻绷紧神经。”王登
峰说。

除此之外，投资者还应警惕提前支取
被罚息的风险。目前货币基金和商业银行
做协议存款时，一般被要求签订“两率不
等”的协议存款，即协议存款到期支取和提
前支取将获得不同的利率，一旦提前支取
将被罚息，造成收益亏损。这需要投资者
选择信誉度较好、管理能力较强的基金
公司。

外汇理财还须防范风险
桂浩明

▲ 在货币基金投资中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即风险、收益和流动性三者不可

能同时兼得。因此，应选择回归货币基金的本源，即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其中

最核心的是不比拼收益

▲ 投资货币基金应注意两方面风险：一是遇到巨额赎回时，不得不提前兑现浮

亏的风险；二是警惕提前支取被罚息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