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尔家居完成9.5亿元融资】

5月26日，海尔家居宣布完成新一轮
融资，本轮融资包括社会资本4.8亿元现金
和海尔集团4.7亿元资产注入。其中，现金
融资 4.8 亿元，由光远资本领投，天风证
券、清晨资本、少海资本、同威资本、信
中利、高新创投等跟投。海尔集团将与海
尔家居业务相关联的海尔厨房、海尔卫浴
业务及资产整体打包注入海尔家居；本轮

融资后，海尔家居整体估值29亿元，业务
板块更加完善。据介绍，海尔家居是一家
以青岛海尔为主体的智能家庭平台。2014
年 7 月份，在海尔小微创客机制下，海尔
家居从海尔集团独立出来自主创业。

【乐车邦获得3亿元B轮融资】

5 月 25 日，4S 店维修保养电商平台
乐车邦在创建 2 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宣布
获得 3 亿元 B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远翼投
资领投，凯辉中法创新基金及原有股东红
杉资本中国基金、均胜电子、祥峰投资跟

投。据介绍，乐车邦平台的核心商业模式
是整合中国汽车 4S 店闲置维修工位资
源，为车主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标准
化的纯 4S 店维修保养、钣金喷漆、清洗
养护等相关服务。本次融资后乐车邦计划
至2017年底将进入55个城市。

【克路德机器人获6000万元A轮融资】

5月25日，克路德机器人宣布完成总
额为 6000 万元的 A 轮融资，领头方为信
中利—少海汇基金，同时北京奇骏鸿业投
资有限公司等跟投。据悉，本轮融资后，

克路德机器人估值 4.2 亿元。据介绍，青
岛克路德机器人有限公司是青岛海尔家居
控股子公司，是一家以机器人独有技术为
核心,致力于数字化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的
高科技企业。

【智齿科技获5000万元融资】

5 月 23 日，智齿科技宣布完成 B 轮
5000 万元人民币融资。本轮融资由侧重
企业服务领域投资、专注人工智能、大数
据技术的产业资本拓尔思、界石投资领
投，金科君创、IDG 资本跟投。2015 年

12 月份，智齿完成 500 万美元 A 轮融资，
由IDG资本领投，真格基金和华创资本跟
投。智齿科技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
形成“智能机器人+人工在线客服+云呼
叫中心+工单系统”的智能全客服统一平
台。2015 年 6 月份，基于智能云端 SaaS
客服机器人产品正式上线，依托语义分析
算法，在错别字、拼音等干扰情况下，回
答准确率达97%。智齿科技企业用户已跃
升至50000家，在电商、互联网金融、企
业服务、生活服务、在线教育等细分行业
形成了竞争优势。

（文/梁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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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理财产品通过市场交易

准确反映其公允价值

长期以来，银行理财产品的流动性颇受诟
病。在不少投资者看来，期限较短的银行理财
产品往往收益率也较低，想追求收益率稍高一
些的银行理财产品，通常期限长达半年甚至一
年。然而，一旦遇到临时急用钱，由于无法提
前赎回，只有干着急。

当前，银行客户在购买投资理财产品时
“高收益”和“流动性”无法兼得的痛点已被一
些银行关注，并开始尝试通过“转让”的方式来
解决。效果究竟如何？记者选择了一家总部
位于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前去体验。

转让如何操作

记者通过该行的手机银行购买了一款封
闭式理财产品。根据转让规则，在到期日的 7
天之前，就可以在该行线上渠道（网银、手机银
行、直销银行浙+银行APP）发起转让。

在转让方式上，可以选择的有三种：一口
价模式、竞价模式以及协议模式。

具体来看，一口价模式指的是产品持有人
将所持有的可转让理财份额以确定价格发起
转让，众多受让人以先到先得的形式、以确定
不可更改的价格，购买转让产品，出让人得以
提前回收本金和部分收益。

竞价模式是产品持有人将所持有可转让
理财份额以确定的底价发起转让，众多受让
人以竞价形式、以出价最高的价格，最终购
买转让产品，出让人得以提前回收本金和部
分收益。

协议模式是产品持有人将所持有可转让
理财份额以确定的价格和指定的受让人发起
转让，指定受让人以约定口令形式、以确定不
可更改的价格，购买转让产品，出让人得以提
前回收本金和部分收益。

对比之后，记者选择以一口价模式转让。
在该行手机银行客户端，选择了要转让的持有
理财产品，点击“转让”按钮，在转让申请页面填
写完本次要转让的份额（本金）后，平台根据记
者的本金、理财产品本身预期收益率以及理财
期限计算出该笔转让理财产品的参考价值。然
后，记者在本金和参考价值之间确定了一个转
让价格，即“自助定价”功能，再自设一个交易密
码，点“提交”就成功发起了转让申请。

这份理财产品自此进入了该行“财市场”
转让专区，与其他理财产品一起等待被“采
购”。如果有客户看上了某份理财产品，点击
购买，选择购买账户，输入交易密码，提交即可
发起转让购买。购买成功后，将实时扣除受让
人账户资金，并变更理财产品持有人，变更成
功后，把转让资金划转给出让人。

至此，一份银行理财产品的转让就完成了。

市场是否活跃

“目前，银行理财产品转让市场处于初级
阶段，仅有部分全国性银行正在尝试开展。”普
益标准研究员魏骥遥表示，适合转让的银行理
财产品是期限较长的低流动性封闭式产品。
流动性较高的产品如开放式预期收益型产品、
开放式净值型产品都不适合做份额转让业务。

与此同时，魏骥遥表示，银行理财产品转
让中主要产品是流动性较差的长期限封闭式
产品，但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如有流动性
需求完全没有必要购买此类长期产品。同时，
从当前短期理财产品的表现来看，收益也出现
明显超越长期产品的趋势。因此，流动性更强
的短期产品更吸引投资者，银行理财产品转让

的需求不高。他同时指出，不少银行通过资金
池及期限错配调整产品流动性，承担了所有流
动性风险，所提供的各期限产品能够满足投资
者的各种流动性需求，不需要投资者承担流动
性风险，因此可能会出现投资者转让动力不足
的情况。

不过，从浙商银行的实践看，银行理财产
品转让服务却很火爆，部分高收益转让基本是

“秒杀”。截至 2016 年末，该行理财产品转让
累计成交笔数已超过2万笔，成交金额超40亿
元。“可以说，追求安全、稳定、高收益，同时又
有流动性需求的客户更加青睐浙商银行的理
财转让业务。”浙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

“从我们自身来说，通过这项创新服务，可
以更好地提升用户体验，吸引客户，增强客户
黏性；也有利于扩大理财客户量和理财规模。
眼下，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监管部门还没有相应
的监管规则或规范出台。”上述负责人表示，浙
商银行作为第一家推出线上理财产品转让功
能的银行，未来将寻求搭建一个可以综合各类
资产管理产品的跨行转让流通市场，搭建一个
大平台，综合各类投资者、转让者，让参与主体
多元化。

他同时表示，还将寻求监管部门支持，尝

试多家银行面签互认，以及实现银行间资产管
理产品的类证券化操作。“这项工作需要监管
部门、银行、投资者之间的长期努力。”

面临哪些风险

有专家表示，尽管理财转让业务很好地解
决了长久以来银行客户购买理财产品时“高收
益”和“流动性”无法兼得的痛点，但目前大部
分已开展此项业务的银行，其转让服务仅限于
已投资该行理财产品的个人客户，在受众面上
仍有一定局限性。此外，出让人还需承担诸如
转让失败风险、损失部分预期收益、网络系统
风险等相关风险；受让人也面临信用风险、本
金及理财收益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政
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提前终止风险、兑付延
期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网络系统风险等。

不仅如此，魏骥遥还提醒，投资者需要注
意，目前单一银行自建的二级交易平台用户数
量偏少，不能保证理财产品通过市场交易准确
反映出其公允价值，会使参与交易的投资者在
出价时顾虑更多，平台活跃度进一步降低，最
终提升首发购买者在交易时面临较大幅度折
价的风险。

怎样转让银行理财产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承兑汇票是供应链金融中的一环，
由于其风险低、门槛低、收益相对稳定等
特点，近年来在国内投资市场热度不断
攀升。一般来说，承兑汇票分为银行承
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它们作为结算
方式的一种，活跃于大型贸易采购之间，
融资企业将所持票据质押于理财平台，
平台据此设计、发布理财产品，再由投资
者购买，这种模式就属于票据理财。

据了解，当前票据理财平台主要分
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银行系，如工农中建
交等国有大型银行，其优势是信用好，但
年化收益率较低，一般在3%至4%之间；
第二类是互联网系，如京东、苏宁的票据
理财。互联网平台凭借其流量优势与企
业开展合作，在其平台上出售票据资产，
年化收益率在 4%至 5%之间；第三类是
专业的互联网票据理财平台，如票据宝、
金银猫等，这类平台给出的年化收益率
在5%至9%之间。

“票据理财的本质是企业对个人的
借贷模式，这种模式下，资金更加透明，
借款主体信用相对较高，风险级别相比
个人借贷完全不同。”票据宝金融部负责
人余小瀚表示，企业将其持有的未到期
商业汇票通过质押方式，将票据收益权
转让给投资人，以解决企业自身流动资
金问题。在票据到期后，投资人将票据
拿到承兑银行兑付，其中购买票据与票
据 兑 付 金 额 的 利 差 即 为 票 据 理 财 的
收益。

余小瀚进一步介绍，目前在国内大
型贸易采购中 60%的结算都采用票据
结算，并且只有在真实的贸易背景下企

业才可以到银行申请授信审批开立票
据。伴随我国经济整体快速发展，票据
市场规模也不断攀升：2014年票据业务
规模为 60.7 万亿元，这一数据在 2015
年超过了 102 万亿元，行业规模一年内
增长了60%以上。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相比于P2P
模式，票据理财的资产均来自承兑信用
较高的优质企业，安全系数较高。同时，
票据市场已经历了数十年的规范，业务
模式相对成熟。

但是，票据理财并非没有风险。余
小瀚提醒，在选择投资时，一定要对其资
产有全面、清晰的认识，选准平台对于有
效规避风险也很重要，尤其对一些收益
过高、信息披露不全、可能存在违规情况
的平台，一定要慎之又慎。具体来看，票
据理财存在的风险主要有三：票据作假；
承兑方认为票据有瑕疵；承兑人破产，无
力清偿。

“近年来，国家鼓励电子票据代替纸
票，加上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人员参与
审票，前两种风险所带来的损失几乎为
零。但也并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前段
时间沸沸扬扬的‘民生银行理财案’就是
由虚假票据引起。”余小瀚表示，至于第
三种风险，由承兑人破产导致的风险就
需要投资者本身承担违约风险了。不
过，商业汇票的期限一般在6个月内，承
兑人在短时间内违约可能性不大，如果
承兑人是银行，违约概率更小。因此，虽
然理财平台在发售票据型理财产品时注
明此类产品是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但
是实际发生违约风险概率很小。

何为票据理财
秦 倪

本报讯 记者钱箐旎报道：普益标准发布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
产品平均收益率已连续三周上涨。5 月 20 日
至 5 月 26 日一周，248 家银行共发行 1630 款
银行理财产品（包括封闭式预期收益型、开放
式预期收益型、净值型产品），发行银行数比上
一周减少 70 家，产品发行量减少 295 款。其
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
为4.42%，较上期上升0.03个百分点。

分省份看，上周，22 个省份的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环比上涨，9 个省份的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则是环比下降；31
个省份的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现
环比上涨。其中，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
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省份为黑龙
江省、吉林省、福建省，分别为 4.09%、4.08%、
4.01%；非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
品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省份为北京、上海、
四川省，分别为4.68%、4.67%、4.67%。

在到期方面，上周，封闭式非结构性预期
收益型产品共有 2060 款到期，其中公布了到
期收益率的产品有124款。

封闭式理财产品收益连续上涨

新政环境下万能险保费收入受到遏
制，中小保险保费结束高增长时代，大保
险强者恒强时代来临。2017年3月份，中
小保险企业（剔除A股、港股6家上市保
险公司）保费同比下降 12%，为 2014 年
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降，主要由保户投
资新增交费大幅下降引起。与之形成对

比的是，同期四大 A 股上市险企以传统
期缴保费收入为主，仅新华保险一家保
费收入出现下降。2016年，中国平安、中
国人寿、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的新业务
价值同比分别增长 32%、55%、57%和
36%，内含价值增速保持 14%-20%，维
持高速增长，核心基本指标表现良好。

保险业向“传统”回归
广发证券 陈 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