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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一度

银行理财现浮亏
净值波动属正常
本报记者 钱箐旎

银行理财产品是不少投资者偏好
的一种投资方式。与股票、期货等中高
风险投资方式相比，银行理财产品具有
低风险的特点，适合一些稳健型投资
者。由于银行理财产品曾一度“保本保
收益”，甚至被贴上了“稳赚不赔”的
标签。

然而，近日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出
现浮亏的事件持续发酵。一些银行的
中低风险理财产品近一个月出现了年
化收益率为负的情况。对此，不少投资
者表示，作为银行理财产品中的“稳健
型选手”为何还会出现浮亏？这是否意
味着银行理财产品不安全？

银行理财大多是预期收益型产品，
出现亏损的情况少，即使出现亏损，也
多发生在风险等级较高的产品上。

但近两年来，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
转型速度加快，产品的运作模式也发生
了根本的改变，净值型产品会随着市场
波动而出现波动。

“近期，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理财子
公司理财产品较为罕见出现浮亏，主要
是受债券市场波动的影响。”新网银行
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5月份以来，
债券市场出现一轮“踩踏式”下跌，债券
价格下行明显，部分以债券为主要投资
标的的银行系理财产品波动较大，出现
了浮亏。部分公募基金的固收类产品，
如债券型基金，也出现了回撤。

值得注意的是，短期账面的负收益
并不代表实际的负收益。普益标准副
总经理陈新春表示，“债券价格有涨有
跌，最终市场价格会向内在价值回归，
只要不是出现亏损就赎回，账面的负收

益并不会带来实际的负收益”。
也就是说，正如股票价格涨涨跌

跌，理财产品收益波动也是一种正常的
市场现象。不过，为何银行系理财产品
出现浮亏，会引发较多讨论和关注？对
此，董希淼表示，其原因在于：一是银行
系理财产品投资者的投资风格总体上
较为保守，偏好稳健型产品，心理准备
不足；二是长期以来银行系理财产品处
于隐性的刚性兑付之下，较少出现亏损
现象，即使亏损也刚性兑付。

投资者关心的是，这样浮亏的情况
未来会出现吗？对此，业内专家普遍表
示，很可能再出现，而且投资者也应做
好心理准备。

出现浮亏的根本原因在于打破“刚
性兑付”。2018年4月，经国务院同意，
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公布《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这
一资管业务顶层设计的纲领性文件。
文件明确提出，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
保本保收益，打破刚性兑付。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殷燕
敏表示：“未来非保本浮动收益的净值
化产品将成为银行理财产品的主流，
银行及理财子公司给客户展示的收益
率也是业绩比较基准，而非银行到期
一定会给客户兑付的收益率，在投资
过程中，产品的收益会受到投资标的
走势、银行资产管理投资策略等因素
影响。”

具体到近期银行理财产品上面，浮
亏的情况也可能再出现。“投资者应全
面理性地看待近期银行系理财产品浮
亏现象。”在董希淼看来，下半年，债市

走势仍然不容乐观，对债权型理财产品
要保持谨慎态度。更重要的是，随着银
行理财子公司发展，理财子公司投资权
益类资产的比重将会上升，理财产品价
格波动情况可能会更多，幅度可能会
更大。

投资者应该摒弃“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一定安全”的认知，树立投资风险
意识。

对投资者来说，该如何选择理财产
品？殷燕敏表示，投资者在选择购买理
财产品时，未来不仅要关注产品的投资
范围、投资标的、风险等级、是否保本
等，也需要关注金融机构管理该类产品
的历史业绩来选择管理能力较好的
机构。

与此同时，董希淼表示，投资者应
充分考量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平衡好
风险与收益，理性选择适合自己风险偏
好、投资能力的理财产品，并对自己的
选择结果负责。

理财产品的买卖双方都要做到位，
不仅是投资者要做到“买者自负”，金融
机构也要做到“卖者尽责”。“金融机构
要加强信息披露，全面、及时、准确披露
理财产品相关信息。”董希淼说。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随着银行理
财产品“保本保收益”的特点逐渐淡化，
银行和理财子公司都要在资管市场通
过业绩去竞争客户了。除此以外，加强
投资者教育也是金融机构必须要做的
事情。

“要做好投资者教育，理财经理需
要站在客户的角度产生共情，体会其内
心的需求和困惑。”陈新春表示，打破刚
性兑付是政策要求、必然趋势。金融机
构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在做好风险提示
的前提下，要让客户理解打破刚性兑付
其实是摆脱了银行“赚差价”，银行只收
取一定的管理费，而客户有机会分享更
多产品的超额收益，并且通过长期投资
能够平滑净值波动，让客户在长期能收
获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红利。

14亿多人口：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我国拥有14亿多的人口规模和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对应着全球最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如何充分

释放这一巨大的市场优势？专家认为，要设计更有利于消费的制度体系，让人们敢于消费。要构建与国内市场规

模和需求结构相匹配的供给体系，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5个数据读懂中国经济潜力系列报道之③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9年
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40005万人。根据测算，我
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是全球最大的
中等收入群体。

14亿人口规模和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对
应着全球最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潜力，这是
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是中
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所在。在坚定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中，如何充分释放这一巨大的市场优势，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引领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
和水平稳步提升？

把巨量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

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孕育
着巨大的潜力与活力。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
一。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更要充分发挥
消费‘压舱石’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汪彬说，充分释放14亿
人口的超大消费潜力，从短期看必须加快破除
制约消费的制度性障碍和主观性因素，使被抑
制的消费得到有效释放。从长期看则要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提高收入水平。

“我们必须从宏观层面设计更有利于消费
的制度体系，让人们敢于消费。要构建与国内
市场规模和需求结构相匹配的供给体系，满足
人们的消费需求。要消除制约消费和抑制消费
的制度性障碍。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
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要为消费提供更便
利的手段和方式，使消费便利性、可获得性越来
越强。”汪彬说。

“要扩大消费，就必须聚焦人民群众没有被
满足的基本需求和尚待激发的潜在需求，从供
需两端发力，满足既有需求，拓展新需求，稳定

消费预期，提升消费能力，把内需潜力变成实际
需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研究员郭丽
岩说。

郭丽岩建议，从供给侧看，要加快促进消
费品质和消费结构升级。一方面要推动传统消
费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升
级，倡导以租代购、绿色安全共享的消费理
念，完善市场竞争环境，加速吸引高端消费回
流，促进三四五线和农村家庭的消费扩容提
质；另一方面，要顺应服务消费占比扩大的趋
势，大力繁荣服务市场和服务经济，培育消费
新热点。从需求侧看，加快推动城乡居民家庭
从生存型消费全面转向发展型消费，推动城乡
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后
顾之忧，稳步提高低收入群体最低工资标准，
多渠道确保农民增收，保障农民工及其家属享
受市民消费待遇。发展更好保障消费者权益的
新型消保组织和维权机制，融通各类消费与信
用大数据平台，治理售后服务市场秩序与乱收
费问题。

“修复中小微企业，对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扩
大消费有着广泛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消费
必须构建与纾困中小微企业的协同机制。”工银
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建议，一方
面，对于达到稳岗标准的中小微企业，要进一步
加大税费、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
加大公共消费投入，巩固医疗、教育、社会安全
网等基本民生，夯实中小微企业赖以生存的需
求端基础。

释放中等收入群体优势

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我国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
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已超过4亿人，成

为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受到过良好教育，有稳

定工作，有较高收入。因此，要针对这一群体的
消费能力、消费特征以及制约这部分群体消费
的因素进行合理引导，把他们在引领消费升级
方面的优势释放出来。”汪彬说。

汪彬认为，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
力释放的因素不少。例如，大城市高房价对消
费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缺乏完善、健全的社
会保障体系让一些中等收入群体不敢消费。供
给质量和服务水平跟不上，也会影响消费需
求。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破
除制约消费活力的障碍。

“中等收入家庭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明显
提高，未来提高生活服务品质和优化服务市场
环境是重中之重。”郭丽岩建议，要强化对家
政、养老、育幼等服务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
要加强培育本土高端消费品牌，以创新引领和
高品质服务打出国际知名度。打造高端、品牌
化、国际化的专业性服务机构，推动服务经济
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引导市场主体由销售产
品、售后维修等低附加值服务向个性化定制、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智能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
服务转型。

郭丽岩还表示，中等收入群体将是5G、人
工智能、物联网市场服务的主力消费人群。应
聚焦为突破性、颠覆性科技提供更多市场应用
场景，更好满足中等收入人群消费升级需要，率
先掀起新一轮高速智能化消费变革。

程实建议，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将持续
创造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新需求、新场景，
从而为新的经济模式提供广阔的蓝海，并为细
分市场的深耕带来时代红利；另一方面，以居
家办公、线上教育等“宅经济”的井喷为标
志，新冠肺炎疫情给中等收入群体带来了许多

新的消费习惯。未来，这些新习惯和新模式将
大部分延续。与此相适应的以“线上+线下”
的新零售、云服务改造消费端，以物联网、智
能制造变革供给端。扩大内需战略需要顺势而
为，有针对性地优化产品服务供给，满足消费
需求。

巨量市场催生投资机遇

消费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供给侧。
无论是14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还是超过4亿
人的中等收入群体，都是中国经济消费规模扩
大和消费升级提速的重要基础。消费的提质扩
容也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广阔的投资机遇。

“我们要聚焦重点区域的市场基础设施
‘补短板’和扩容提质。”郭丽岩建议，在一些
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可以加快与智能网联
车、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商用匹配的交通与市政
设施智能化改造进度，强化高速智能化科技与
市场新业态的深度融合。同时，强化中西部尤
其是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商贸基础设施建设，打
通区域、城乡间流通网络，加快集中式功能型
市场平台建设。

“从空间形态来看，我国城镇化与国外还存
在差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城镇化建
设的基础设施存在不足，蕴含着巨大投资机
会。从产业发展形态看，未来产业领域的投资
机会同样巨大。”汪彬表示，随着中国逐渐向发
达经济体转型，服务业产业占比越来越大，服务
业领域的需求催生很多投资机会，围绕基础教
育、基础研究、科技研发投入等领域的投资不断
扩大。

程实表示，14亿人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将
创造结构性的投资机遇。一是大众消费崛起，
高性价比的中档品牌尤其是实现进口替代的国
产品牌有望迎来较快增长。二是低线城市和农
村消费提速，深耕相应区域的零售企业有望获
得更充裕的发展空间。三是服务消费持续发
力，文体娱乐、旅游、教育、餐饮、家政服务、医疗
美容等消费大类将保持增长动能。这些领域以
及由此而衍生出的机遇，都将成为社会资本的
投资热土。

近日,银行净值型理财产品出现浮亏的事件持续发酵。一些银行的中低

风险理财产品，近一个月出现了年化收益率为负的情况。专家认为，近期债券

价格下行明显，导致部分以债券为主要投资标的的银行系理财产品波动较大，

出现浮亏的根本原因在于打破“刚性兑付”。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章程》规定，孙冶方经济科
学奖第十九届（2020年度）评奖工作将于2020年底开始进
行。

此次评奖对象是1979年至2019年12月底经济理论工
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
著。评选范围包括：针对经济学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立足
学术前沿、具有鲜明创新特点、使用规范分析方法的研究成
果，特别鼓励能够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
实践与独特经验的研究成果。评奖旨在传承和弘扬以孙冶
方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尊重规律、坚持真理的学术精
神，为国为民、甘于奉献的学术立场，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
学术品格，引领学术研究方向，助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和提升。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九届评奖委员会由孙冶方经济
科学基金会理事会聘请的32位经济学家组成。评奖工作的
程序是：2020年11月底前，孙冶方基金会将邀请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等21个单位各推荐一位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组成初
选小组。初选小组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集中评审参选作
品，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提出入选作品的建议名单，供评
奖委员会评审。2021年夏季，评奖委员会委员将以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评出获奖作品。之后，获奖名单将在孙冶方基金会
网站公示一个月，如无异议，即报孙冶方基金会理事会批准。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九届获奖的奖金标准为：著作奖

每部20万元，论文奖每篇10万元。孙冶方基金会将于2021
年秋季向获奖者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

申请评奖的个人或课题组，请于2020年10月底前报送
参选作品（著作类婉辞论文集和教科书），并附相关材料，内
容包括：作品名称、作者、单位、发表时间、通信地址、邮编、联
系电话、E-mail、推荐单位或推荐人（限经济学博士生导师）
的推荐书（约500字）等。参选作品请寄送3份（恕不退还）。
参选的外文论著，请同时附中文译稿。推荐表格可在孙冶方
经济科学基金会的网站上下载。

申请评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本届评奖设机构推荐奖,诚邀各经济类杂志编辑部、出

版社、大学经济院系、科研管理部门等推荐参选作品。凡推
荐的参选作品获奖，该机构即可获得推荐奖，每件作品颁发
奖金2万元及推荐奖证书。

评奖工作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办公室具体实施。
参选作品和其他材料请邮寄至“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办公
室”。

联系人：周小和 王 昊
联系电话：010-68024467，18610889951
E-mail：sunyefangjjh@sina.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西华饭店329室
邮政编码：100045
网址：http://sunyefang.cass.cn/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九届（2020年度）评奖公告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初选小组成员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王 江 王一江 田国强 白重恩 刘 伟 刘树成 江小涓
许成钢 孙祁祥 李 扬 李 周 李 波 李剑阁 肖 梦
吴晓灵 汪丁丁 张 平 张军扩 陈东琪 陈雨露 陈锡文
周其仁 郑红亮 胡家勇 冒天启 钱颖一 高世楫 郭克莎
隆国强 韩 俊 谢 平 樊 纲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九届评奖委员会委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2020年6月


