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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新发净值型产品1107只——

净值型银行理财怎么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钱箐旎

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

基本上都是非保本产品，

投资者需要综合考虑产品

的风险等级、流动性、收

益率、购买门槛、产品发

行人等相关因素，根据自

身投资目的和风险承受能

力选择不同投向的净值产

品——

责任编辑 梁 睿

美 编 夏 一 高 妍

数据来源：证券日报

6月底以来近80只基金清盘

14只基金获批发行

养老基金助养老
小 舟

获取财富不能跳出“三界”外
□ 张益勇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
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
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其
中进一步拓宽了摊余成本法计价适
用范围，为银行理财产品向净值化转
型带来些许“喘息”空间。但是，净值
化依然是银行理财转型的重要方向，
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也将逐渐成为
发行的“重头戏”。对广大投资者来
说，面对这个过去不太熟悉的产品，
应该如何挑选？与此同时，又有哪些
风险需要注意？

不同于预期收益型产品

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是指产品
在发行时未明确收益率，在存续期内
定期或不定期披露单位份额净值，根
据产品运作情况享受到期或赎回收
益（或亏损）的产品。净值型理财产品
与公募基金相似，没有预期收益，银
行也不承诺固定收益，实际用户获得
的收益与产品净值有关。

“与预期收益型产品相比，净值
型产品主要有三个方面不同。”普益
标准研究员涂敏表示。

一是净值型产品没有预期收益，
仅有业绩比较基准，而预期收益型产
品通常在发行时设定一个预期收益，
到期按照预期收益兑付本金利息，净
值型产品不存在刚性兑付，投资收益
除缴纳管理费等费用和超额业绩提成
外，盈亏都归投资者，而预期收益型产
品由银行付给投资者预期收益之后，
所有的盈利或亏损由银行承担。

二是从流动性来看，净值型产品
在每周或每月有开放日，申购赎回相
对更灵活，而传统的预期收益型理财
产品会设有投资期限，未到期产品资
金无法赎回。

三是净值型产品的信息披露要
求较高，披露频次与产品的开放周期
匹配，而预期收益型产品在运行期间

并无持续披露义务，投资者几乎无法
得知自己购买的理财产品所对应的
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

不同银行产品差异较大

普益标准金融数据平台数据显
示 ，今 年 上 半 年 新 发 净 值 型 产 品
1107 只，其中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
制商业银行发行量接近八成。值得注
意的是，涂敏表示，不同银行推出的
净值型理财产品中，除收益率、产品
投向和风险等级不同外，还有几点与
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差异。

真伪净值型产品差异。真净值型
银行理财产品应当类同于开放式公募
基金产品，采用市值法估值，即由基础
资产价格市值变动直接映射至产品单
位净值变化，用户获得的收益与产品
净值相关。伪净值型产品的本质特征
是产品净值不能真正暴露市场风险，
尽管也公布了预期收益或者业绩比较
标准，但到期又按照预期收益隐性刚
兑，实质上成了保本型理财。就市场情
况来说，除了少数国有大行较多发行
真净值产品，不少城商行、农商行发行
的几乎都是伪净值产品。

业绩比较基准差异。净值型产品
基准业绩有两种，一是固定的基准业
绩，即发行银行根据自身历史的理财
收益，给净值型产品确定一个认为合
理的基准业绩水平；另一个是浮动的
基准业绩，即将净值型产品的基准业
绩与某一对象挂钩，根据挂钩对象制
定一个业绩浮动方式，挂钩对象一般
选用市场上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标
的，例如SHIBOR等。

是否设置超额分成的差异。在发
行净值型产品时，部分银行会与客户
私下协商或采用公开的标准化的形式
说明超额收益分成方式。一方面，超额
收益分成可以保障银行利益，另一方
面，也可以激励银行更尽心地管理投

资者资金，使投资者收益最大化。

收益率不是唯一参考

不少投资者颇为关注的是，购买
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能否重点参考
收益率来买？对此，业内专家表示，理
财收益率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
不是唯一考虑。“对投资者来说，建议
综合参考以下四个因素。”融 360 理
财分析师刘银平表示。

一是产品的风险等级。净值型产
品基本上都是非保本产品，风险等级
以 2 级和 3 级的居多，其中 2 级风险
相对偏低，3级属于中等风险，风险系
数略高于2级，但相对可控。

二是流动性。净值型产品有封闭
式也有开放式，如果对流动性要求比
较高的话，选择开放式，另外还要考
察产品赎回后资金到账时间，实时到
账为最优，其次是当日到账。

三是收益率。指的是参考收益
率。一般来说，中小银行的收益率要
高于大银行，风险等级越高产品的收
益率也越高，不过一定要选择适合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的理财产品。

四是购买门槛。普通预期收益率
产品的门槛大多是5万元，不过目前
在售的净值型产品门槛略高一点，很
多都要求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
以上。所以，购买之前要看一下自己
是否够得着门槛。

此外，涂敏表示，在购买净值型
产品时，还要关注产品发行人，要选
择具有较好投资管理能力的金融机
构发行的净值型产品，也可以参考该
产品的过往业绩、该机构管理的其他
净值型产品的业绩等综合评价。同
时，识别净值型产品投向对于把握净
值型产品收益与走势情况也具有重
要意义。通常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投
资目的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不同投
向的净值型产品。

“不同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匹配适合的净值型产品。”
涂敏举例说，比如想要风险低、流动
性强的投资者，可以选择现金管理类
开放式净值型产品；资金较为闲置，
没有过高流动性要求的投资者，可选
择债券类封闭型净值型产品；风险承
受能力高的，可以适当选取投资标的
中含衍生工具等风险类产品的净值
型产品；对于大多数净值型产品投资

“新手”，可以从大型银行的稳健净值
型产品入手。

定期关注净值变化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净值型产
品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产品投资状况
变化和净值变动带来的净值波动，因
此投资者要养成购买产品后定期关
注资产配置和净值变化的习惯。”涂
敏表示，与预期收益型产品不同，净
值型产品更改资产配置时，银行通常
会在其网站公示，同时银行会根据协
议在每日、每周或每月定期公布净
值，投资者可以通过持续关注净值变
化情况选择合适的赎回机会。

同时，投资者也可以关注银行定
期披露的产品季度报告、年度报告
等，了解产品投资情况、投资表现、风
险状况以及对产品及投资者产生重
大影响的事项，全面把握净值型产品
的风险和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业内人士提醒，
投资者基于对资产配置及净值变化
的跟踪观察，需要注意规避极端的
市场风险以及净值产品剧烈波动带
来的流动性风险。当市场出现极端
情形时，对底层资产的价格冲击可
能会使得产品净值剧烈下降，净值
的大幅下降会导致出现投资者集中
赎回产品的情形，大额连续赎回进
而又会导致后续投资者不能及时赎
回产品。

尽可能多地赢得财富，并经营和
管理好拥有的财富，是很多人一生的
梦想。但在获取财富的过程中，对边
界的管理非常关键，无论多么巨额的
财富，越界了，就可能瞬间灰飞烟
灭。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眼前就有
几个活生生的例子。

第一“界”就是法律的边界。一
个多月前，长生生物作为一家上市公
司还“一切正常”，公司市值超过220
亿元，公司前四名大股东高俊芳、张
洺豪、虞臣潘、刘良文合计持股比例
过半，市值超百亿元。但不曾想东窗
事发，近一个月里股价连续跌停，市
值大幅缩水。已有不止一家基金把
长生生物的估值直接降到了零！上
百亿财富就这样灰飞烟灭。一个生
产疫苗的公司原本可以成为治病救
人的模范，却因唯利是图、目无法纪，
变成了害人坑人的反面典型，这是多

么令人心痛的越界！长生生物的所
作所为越过了法律的红线和企业的
底线，等待违法者的不仅是财富缩
水，也将包括法律的惩戒。

不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在法律
的边界内，财富越多越光荣，是对社
会贡献的一种褒奖，但跨过了边界，
非法获取财富越多，就对社会的伤害
越大，罪过就越大，甚至对自己的伤
害也越大。

第二“界”当属道德的边界。讲
道德、讲诚信、讲社会责任，这样的企
业会赢得社会和竞争对手的尊重。
装傻充愣、明知故犯、违背公序良俗
的事即便还没有受到法律惩治，但社
会舆论引发的抨击和鄙视，也必将导
致信用财富的流失。近来麻烦不断
的拼多多或许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仅仅经过3年发展就成功融资上市，
本应令人敬佩和羡慕，但为何成了众
矢之的呢？拼多多在上市融资方面
创下同行望尘莫及的纪录，但在打假
方面存在明显懈怠和缺位。作为一
家新兴企业，拼多多尚处起步阶段，

但消费者对于品质的苛求早已不是
起步。人们消费时，要求的是质量相
同的情况下选择价格更低的商品，而
不是放弃质量与品质去一味追求价
格。从某种程度上说，电商平台对商
品质量和品质的重视程度也是信用
的重要表现。企业无诚信，投资者
和用户就会用脚投票，倒逼企业去
解决问题。遵守道德的边界，坚持
诚信经营，这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

第三“界”就是能力的边界。
遵纪守法之外，超出能力圈的范围
去攫取财富，也是非常危险的事，
失败率极高。从近期很多 P2P“爆
雷”后的表现来看，其中很多投资
者根本不清楚自己投资的平台本
质，也不清楚 P2P 平台的盈利模
式，甚至混淆了 P2P 投资与银行存
款之间的本质差异。平时省吃俭用
的普通职工，把关乎身家性命的储
蓄资金，从银行转移到了网贷平台
上，选择了收益率明显不合理高企
的项目。长期看，这种爱财心切的

做法，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股神”巴菲特曾再三提醒能力

圈的重要性：“对你的能力圈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能力圈的范围大小，
而是你如何能够确定能力圈的边界
所在。如果你知道了能力圈的边界
所在，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你
大 5 倍却不知道边界所在的人要富
有得多。”有些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
心切，在人才资金都储备不足的情
况下，盲目扩张，甚至不惜把信任自
己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拉下水。这
样的例子有不少，或许远在大洋彼
岸的“贾会计”对此有更多深刻的
领悟。

总之，财富虽诱人，取之应有道，
不论企业家还是投资者抑或普通百
姓，在通向财富的道路上必须遵循边
界原则，既要合法合规，也要讲道德
诚信和社会责任，更要知道自己有几
斤几两，防止被利益所诱惑，去做明
显超出自身能力圈的事情，坚持在

“三界”之内去赢得财富、管理财富、
享用财富。

8 月 6 日，华夏养老目标日
期 2040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中基金 （FOF）、南方养老目标
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鹏华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
基金等 14 只基金正式获得中国
证监会发行批文，这是首批公募
养老目标基金，标志着公募基金
助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拉
开帷幕。据悉，在完成必要程序
和准备工作后，这批养老目标日
期基金将很快正式发行。

中国证监会于去年发布《养
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 （试
行）》（简称《指引》） 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并于今年3月份
正式实施，公募基金公司纷纷积
极申报养老目标基金产品。《指
引》对养老目标基金的资产配置
策略、封闭运作周期、费率设
置、管理人及基金经理资格等方
面做出规范。投资策略主要包括
目标日期及目标风险策略。养老
目标基金封闭期或投资人最短持
有期限应不短于1年。封闭期不
短于 1 年、3 年或 5 年的基金投
资于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
基金和商品基金等品种的比例合
计不超过30%、60%、80%。

在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以
商业保险为代表的个人商业补充
养老体系被称为“第三支柱”，另
外两大“支柱”是被视为“第一支
柱”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和被视作

“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
金计划。通俗地说，“第三支柱”
就是普通投资者自主选择的、符
合政策规范的各类养老财富管理
产品，这些产品一方面可以享受
个人税收递延等优惠，另一方面
类型多样，目前看至少包括商业
保险和公募基金两大类。

根据投资标的，即将推出的
养 老 目 标 基 金 可 分 为 主 动 型
FOF 和被动型 FOF。主动型产
品主要投资于主动管理型基金，
而被动型产品主要投资于 ETF
等指数型基金。养老目标基金根
据管理方式可分为内部 FOF 和

外部 FOF。内部基金仅投 FOF
管理人自身旗下的基金，而外部
基 金 可 在 全 市 场 中 选 择 目 标
基金。

与市场上纷繁复杂的各类养
老理财基金相比，养老目标基金
有两大特点：一是采用 FOF 管
理模式，很可能将纳入个人税收
优惠政策。

二是具备目标日期基金或目
标风险基金的特征。鹏华基金资
产配置与基金投资部 FOF 投资
副总监焦文龙表示，目标日期策
略期限特征明确，根据确定的目
标到期日，动态调整生命周期上
权益资产的配置比例。通俗地
说，若一名投资者确定自己 60
岁退休，目前距离退休有 20
年，那么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可增
加配置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减少
配置固收类资产；反之，若投资
者已经 59 岁，即将 60 岁退休，
那么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可增加配
置固收类资产。养老目标基金会
根据距离退休的具体年限，动态
调整股票、债券、黄金等资产配
置的比例，帮助退休者在退休时
获得本金和稳健收益。

从购买渠道看，基金公司对
应的托管商业银行、基金公司官
方网站 （或柜台）、证券公司、
第三方财富管理网站（如东方财
富、京东行家）等渠道都可以认
购或申购。一般基金公司官方网
站认、申购产品的费率相对较
低，第三方财富管理网站申赎选
购产品相对方便，可同时选购不
同公司的产品。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中心分析
师王馥馨表示，对于监管层来
说，可考虑逐渐加大税收优惠力
度，增强大众开展第三支柱配置
公募基金产品的意愿。对于基金
管理人来说，理念应从卖产品转
向管理产品。对于投资者来说，
养老目标基金本身定位是长期投
资工具，不适合做过多择时操
作，不应太过注重短期业绩波
动，也不宜因短期业绩表现差就
立即赎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